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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山东大徵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370300400007315)经公司股东会
议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结束
后，公司将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注
销手续。
清算组成员：高君宝、雷开锋、刘东
清算组负责人：高君宝
清算组负责人电话 15919872228

山东大徵商贸有限公司
2015年2月4日

淄博今年起下大力普及急救知识，让急救技能成为民众必修课

55年年内内培培养养1100万万名名““急急救救善善使使””
半数以上重伤者
死于送医途中
普及急救知识迫在眉睫

数据统计显示，近年来，一半甚
至是2/3的危急生命人员，在现场或
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尤其是心脏
骤停患者。

一般心脏骤停状况出现后，10

秒患者即可失去意识，60秒失去自
主呼吸，3分钟出现脑水肿。4分钟内
得到高质量心肺复苏者，可能50%

患者被救活；4-6分钟开始复苏者，
10%可能被救活；10分钟以上复苏，
存活率几乎为0，而一般等120接到
呼救赶到现场，已经是十几分钟之
后，再高明的施救技术，也只能对错
过的黄金施救时间扼腕叹息。而只
需目击者掌握简单的施救技能，这2
/3的生命就可能继续鲜活。

因此，急救普及是市民急需补
上的生命教育课。

本报记者 樊伟宏

张店区建成两家

机动车环检机构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刘晓 通

讯员 白玲 赵彩平) 近日，为进一
步规范张店区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
运营管理，张店环保分局出台了机动
车环保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目前，张
店区已建成2家机动车环检机构。

办法要求，新建环检机构应符合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建成后提供相关材料逐级上报到省
厅审批。环检机构诸如地址、法人、检
测技术等发生改变的，或不再从事该
行业的，也应逐级向省厅报审备案。

环检机构每月5日前向张店环保
分局主管部门报送前一月《机动车检
测信息统计表》和《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状况表》。对于环检机构在检验中
弄虚作假的，由环保部门将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对屡查屡犯、情节严重的，
上报市、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
法取消检验资格。截至目前，张店区
已建有两家机动车检测机构。

两个时段重点管控

严查“隔夜酒”

“对农村县乡公路存在酒驾安
全隐患的实际，我们将酒驾整治的
重心由城区向乡镇、农村公路和城
郊接合部延伸。”淄博市交警支队交
管科胡波说，交警在加大城乡地区
酒驾整治的同时，还加强午后1时至
3时和夜间19时至22时两个重点时
段的管控，坚持开展早查行动，实行
弹性错时制，严查“隔夜酒”，扩大了
酒驾整治的时间覆盖范围。

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
醒市民，春节期间喜事多，喝酒应酬
在所难免。请务必记住，喝酒不开
车，开车莫喝酒。春运期间，市公安
交警部门将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
速、超载、无牌无证驾驶、疲劳驾驶
等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罗苓秋 杨志强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3

日，淄博市委宣传部、市卫生计
生委、市教育局等10个部门联合
启动“急救善使”公益活动，计划5

年在全市培养10万名“急救善
使”，并努力覆盖教师、学生、服
务员、交警、驾驶员等人群，力争
让急救技能成为民众必修课。

淄博市第一医院院长陈进
国介绍，遇到各类事故和灾害
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打
120，等待专业人员施救。然而，
近年来半数以上遇危及生命事
故的人，是在现场或送往医院
途中死亡的。因此，急救普及是
市民急需补上的生命教育课。

市卫计委主任张鲁辛表示，
为让市民在遭遇危急时，及时自
救互救，市委宣传部等10部门联
合发起“急救善使”公益活动。计
划通过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普及，
5年内在全市培养10万名“急救善

使”。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急救知
识技能，通过4个课时培训，让每
名受训者基本掌握心肺复苏和
烧伤、烫伤、晕厥、扭伤、煤气中
毒等常规性急救知识。培训方式

将向社会公开，以单位名义集体
组织报名的，满20人可在本单位
进行培训。个人报名的，满20人就
近组织培训。完成全部培训内容
并考核合格者，可获得“急救善

使”培训证书。培训过程中，市卫
生部门将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
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方式进行
施教，使受训人员取得实实在在
的培训效果。

淄淄博博554477名名孤孤儿儿获获““重重大大疾疾病病险险””
12种儿童常发重大疾病经确认后，可获10万元疾病救助金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战笑明) 3日，记者

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今年起，淄
博市开展“孤儿保障大行动”，
为全市547名18周岁以下孤儿争
取中国儿童少年基金投保的公
益保险，如果孤儿罹患保险公
司所规定的12种儿童常发重大
疾病，经保险公司确认，即可获
得10万元用于疾病救治。

此次覆盖的12种少年儿童常

发重大疾病，包括恶性肿瘤(含白
血病)、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急性肾功能衰竭或
终末期肾病、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良性脑肿瘤、急性或亚急性重
症肝炎、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
遗症、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严重
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川
崎氏病、重症肌无力、胰岛素依赖
型糖尿病(I型糖尿病)。

目前，各区县民政部门汇

总的辖区内孤儿信息，已经上
报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3月
后，全省将统一出保单。据了
解，投保的孤儿如果在保险期
间罹患保险公司所规定的12种
儿童常发重大疾病，经保险公
司确认符合理赔条件的，可一
次性获得10万元赔付，用于支
付儿童的救治等费用。

另外，为进一步提升孤儿
福利保障水平，淄博市将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社会散居孤儿免
费查体活动，以区县为单位组
织全市18周岁以下孤儿进行体
检，每名孤儿专项体检费4 0 0

元，将于5月前完成。在查体中
发现患有重大疾病的孤儿，若
是投保范围内的12种儿童常发
重大疾病，可获得10万元用于
疾病救治。其他疾病治疗发生
的费用，将通过医疗救助、慈善
救助等渠道解决。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颜京广 ) 3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组织召开的关于淄博市劳动
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工作开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于洪德介绍，去年12月23

日，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
专项治理开展以来，淄博市各
级各部门检查单位3 . 9万家，督
改各类隐患4 . 7万处，排查劳动
密集型企业734家、劳动密集型
企业集中区域12处，督促整改
各类隐患和违法行为1483处，
完成排查乡镇街道58个，完成
排查社区村庄2970个，对105家
单位进行立案处罚，关停违法

企业数量13家，治理“三合一”
场所24家，临时查封企业危险
部位或场所22起，责令企业拆
除违法搭建彩钢板临时建筑、
违章建筑7274平方米，对7家存
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劳动密集型
企业在市及区县主流媒体进行
集中曝光。

专项治理将持续到年底。为
确保整治效果，下一步，淄博市
将进行集中整治，主要针对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消防安全突出问
题，解决该类企业集中区域的消
防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坚决遏制
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同时，
积极为存在问题的企业制定切
实可行、经济合理的整改方案，
最大限度实现监督执法的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淄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检查3 . 9万家单位

4 .7万处各类隐患被督促整改

7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火患被媒体曝光

25条火患已整改11条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颜京广) 淄
博市公安消防支队党委书记、
代理政委崔连胜介绍，前期7

家劳动密集型企业重大火灾
隐患被媒体曝光以来，各单位
高度重视，全力推动隐患整
改，成效明显。目前，25条隐患
中11条已整改完毕。

目前，7家单位中，有1家
单位停产停业，1家单位全部
整改完毕，5家部分隐患得到
整改，25条隐患已整改11条，
整改率达44%。张店、桓台、

淄川、博山等区县的隐患单
位预计将在2月底前整改完
毕，高青、周村的隐患单位预
计将在3月底前整改完毕。

消防部门表示，社会单
位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和劳
动密集型企业，要成立一个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建立消
防巡查队和志愿消防队两支
队伍，严格双向承诺、培训上
岗和配备器材三项措施。“三
定一表”工作法就是对消防
设施定岗、定人、定责，并在
设备上悬挂放置检查表。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
孙慧瑶 通讯员 罗苓秋
杨志强) 淄博市酒驾整治成
效明显。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
悉，去年，淄博市共查处酒后
驾驶7066起，行政拘留880人。
交警介绍，酒驾造成重大事故
或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将
面临终身禁驾。

去年，淄博市查处涉酒违
法行为共619起，其中再次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73起，醉酒
驾驶机动车的510起，饮酒后
驾驶营运机动车的12起，醉酒
驾驶营运机动车的1起，饮酒
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23

起。涉嫌交通肇事罪违法行为
共364起，其中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的268起，肇事
逃逸并构成犯罪的96起。需吊
销的其他违法行为共13起，驾
驶拼装或者报废的机动车上
道路行驶的13起。

其中，暂扣驾驶证5174

本，行政拘留880人。二年内不
得重新申请机动车驾驶证361

起，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机动
车驾驶证522起，十年内不得
重新申请机动车驾驶证1起，
终生不得重新申请机动车驾
驶证119起。

为进一步确保工作的推
进，淄博市交警支队配齐配
全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
照相机、摄像机等执法装备，
并为10个大队配备了“法制
工作箱”，要求民警在酒驾整
治工作中携带，全程记录现
场查处工作和执法行为，严
密执法程序，确保执法证据
准确有效。积极开展酒驾等
重点交通违法查处情况短信
提示工作，坚持每天早晨将
前一天各大队查处的重点交
通违法行为数据情况，以短
信的形式发送到相关部门负
责人手机，及时为决策提供
数据支持，推动酒驾整治工
作扎实深入开展。

肇事逃逸？终身禁驾不商量
淄博去年查处7066起酒驾，行拘8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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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火患 查酒驾

交警用酒精检测仪检查驾驶员是否酒驾。
本报通讯员 崔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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