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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至泰安班线

调整发车时间

供电首次带电

更换隔离开关

记者从凤凰客运分公司获
悉，5月份开始，聊城至泰安线路
班车执行夏季发车计划，据聊城
交运集团凤凰客运分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聊城至泰安票价43

元，途经顾官屯、东阿、大桥、平
阴、分水岭、石横、胡屯、王瓜店、
新肥城、渔池、道郎、粥店，日发
10个班次，在汽车总站12号检票
口发车，具体发车时间为：6：20、
6：50、7：30、8：10、8：50、9：30、10：00、
10：30、11：20、12：00。

泰安至聊城返程在泰安汽
车站2号检票口发车，发车时间
为：12：30：13：10、13：50、14：30、15：
00、15：30、16：00：16：40、17：20、18：
00。

市民出行前可拔打聊城汽
车站服务热线96596咨询客票信
息。 (杨淑君 闫玉慧)

高集中心卫生院在改革中崛起
东阿县高集中心卫生

院在地方党委政府和卫计
局坚强领导下，在院长赵绪
新为首的领导班子带领下，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成功
实现在改革中崛起。

卫生院管理成绩显著。
健全管理制度。全院卫生整
洁、物品摆放有序，工作人员
仪表整洁挂牌上岗，无脱岗
早退迟到现象发生。医疗服
务质量提升。多年来无医疗
事故发生，业务量逐年递增，
去年年营业额达300万元。

加强硬件建设。办公场所得
到改善，其中门诊楼2002年
建设1400平米，病房楼2004
年建设1300平米，2010年国
家推动内需项目，病房楼扩
建1080平米，2013年建设门
诊与病房连廊265平米，又
于2014年新建国医堂410平
米。卫生院自2002年到2014
年底，12年时间建设医疗用
房面积达4725平米。

加强人才培养，医院每
年派出1—2名精尖人才到
上级医院进修。实现微机化

管理，各科室安装电脑，基
本实现无纸化办公。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实
行院长分类制，班子讲团
结，注重发挥集体力量。实
行全院职工逐级聘任制，签
订聘任合同书，实行工资服
务技术一体化。

在院领导一班人带领
下，在全院职工努力下，高集
中心卫生院的明天将会更美
好，在改革中崛起的高集中
心卫生院将更好地为全镇全
民健康做出贡献！ (朱士铭)

胡屯镇推动计生工作和谐发展
茌平县胡屯镇计生部

门通过“加强宣传、深化服
务、强化培训、抓好导向”等
措施，推动人口计生工作和
谐发展。

宣传造势，倡导计划生
育婚育新风。胡屯镇多形式
传播新型生育文化，引导广
大育龄群众树立科学、文
明、进步婚育观念。利用政
务公开栏，为广大育龄群众
定期发布计生知识和致富
信息；开展和谐家庭创建活
动，树立尊老、养老、敬老好
风尚；深化服务，满足群众

需求。坚持以人为本指导思
想，突出以技术服务为重
点，真诚为育龄妇女提供人
文关怀、亲情服务。完善以
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龙
头，社区服务室为依托的技
术服务网络。坚持月访视制
度、术后随访制度等，使每
位服务对象及时了解自身
情况，增强信心，消除疑虑。
开展青少年咨询教育、男性
健康、更年期保健、防治艾
滋病宣传等多样化的服务，
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多元化
需求；开展培训，提高队伍

素质。多种形式提高镇、村
人口与计划生育干部队伍
素质。根据新形势下计生工
作需要，配备人口计生干
部，优化队伍结构，兑现人
口计生干部报酬，采取办培
训班、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
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
质；抓好导向，落实惠民政
策。全面落实各项优先、奖
励、扶助政策，建立完善利
益导向机制，真正让实行计
划生育的家庭感受到党和
政府关怀。

(耿士春)

胡屯镇推动计生工作和谐发展
“若不是您抢救，俺可能

就没命了，谢谢！”近日在冠县
斜店乡卫生院，六旬老汉郭某
紧紧握住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宋利民双手说。前不久一天深
夜，郭老汉药物中毒，生命危
在旦夕，宋大夫用洗胃打针方
法，患者转危为安。

“俺这脑血管病四处求
医，医药费路费没少花了，
可就是不见好转。可在咱卫
生院治疗不到一周，病情明
显好转，没想到家门口医院
为俺治好了病，俺打心眼里

感谢宋大夫！”斜店乡汤庄
村年七旬宋大爷见人就说。
宋大爷因患脑血管病出现
头晕、痉挛，宋大夫通过药
物、活血化瘀，改善脑功能，
其脑血管病临床诊疗取得
良好效果。

1962年出生的宋利民
自幼爱好医学，18岁时以优
异成绩从聊城卫校毕业后
自愿到条件艰苦、地处冀鲁
边界斜店乡卫生院工作。宋
利民在基层一干就是30多
年，勤奋好学、善于总结经

验的宋利民经过多年基层
工作，积累丰富临床经验，
尤其在心脑血管病临床治
疗上有独特诊疗方法，日均
接诊患者不下100人，精湛
诊疗技术很快吸引附近山
东莘县、河北馆陶等地患者
慕名前来，宋大夫成为医院
业务骨干。有病找宋大夫，
成为当地老百姓共识。以宋
大夫为榜样，向他学习，奉
献社会，斜店乡卫生院已在
全院职工中掀起向他学习
号召。 (宋瑞方)

“穿上黄色绝缘衣物，搭乘斗臂
车，在杆上包绝缘布、安装绝缘遮蔽
罩……”近日，聊城供电公司首次带
电更换隔离开关，及时消除设备缺
陷，提高了线路的供电可靠性。

日前，在设置工作现场的安全
围栏、安全警示标志，完成工器具
检测和绝缘斗臂车检查、试操作
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对35千伏蒋
官屯变电站10千伏任庄线29#杆01

开关进行带负荷更换，避免了停电
给用户带来的不利影响，保证群众
的正常生产生活用电。

据了解，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线
路施工、客户工程、故障处理等停
电给客户带来的影响，聊城供电公
司以服务民生为出发点，大力实施
带电作业，减少停电检修、接火和
施工带来的电量损失。

(张召旭 刘正林)

阳谷土地招拍挂

首次实现网上交易

记者从聊城市财政局获悉，近
日，阳谷县某公司通过聊城市国土
资源交易系统进行土地申购，缴纳
37万元土地竞买保证金，取得网上
土地竞买资格，最终以38 . 2万元价
格竞拍成功，标志着该县土地招拍
挂首次实现网上交易。

据悉，阳谷县国土、财政、金融
及软件开发商进行了多次协调探
讨，根据阳谷土地交易实际情况，
设置了科学合理的网上土地竞拍
流程，确保了网上土地招拍挂工作
顺利开展。

网上竞拍保证公开公正。有竞
买意向的单位或个人，都可以通过
聊城市国土资源交易系统参与竞
拍，网上交易全过程公开透明，竞
买人除了看到报价信息外无从得
知其他竞买人的详细情况，有效减
少了交易过程中的人为干扰，确保
了土地交易公平、公开、公正。

(杨淑君)

本报聊城5月11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庆友) 记者
从市文广新局获悉，为掀起全市
文艺创作的新高潮，推出一批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
品，展示江北水城·运河古都城市
形象，提升聊城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市文广新局将在全市开展“我
们的中国梦”聊城市新创文艺作
品征集活动，作品征集的门类包
括音频类、视频、图像、文字等门
类，报送时间截止到7月底。

音频类作品主要是歌曲，时
长7分钟以内，数据文件大小在
10M以内。

视频类作品包括比较多，如
戏剧、曲艺、舞蹈、动漫、微电影
等。

戏剧(含杂技)作品包括地方
戏曲、京剧、杂技、话剧、歌舞剧、
儿童剧，鼓励蛤蟆嗡、大笛子戏、

王皮戏、四根弦等聊城地方戏的
创作。小戏演出时间在30-45分钟
内，大型剧目演出时间在2小时
内，杂技单个节目15分钟内、杂技
剧90分钟内。

曲艺作品包括相声、小品、快
板书、鼓书等，提供创作脚本，字
数不限。曲艺作品演出时间10分
钟内，小品作品演出时间15分钟
内。

舞蹈作品形式包括独舞、双
人、三人、群舞、服饰表演等，风格
包括古典舞、民间舞、现代舞等，
创意脚本用A4纸打印(提供电子
版)或工整抄写，提供演出视频光
盘。

动画类作品鼓励提交时长在
5分钟以内的作品。微电影作品时
长5-30分钟。

图像类作品主要是美术作
品，限于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

画、版画、漫画、装饰画、素描、设
计作品，作品原则上无须装裱。

文字类作品主要是戏剧影视
文学剧本、歌词等文学样式。

活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必
须原创，创作时间为近年来尤其
近期组织创作的新创作品。对征
集的作品由市文广新局组织有关
专家进行评审。入选各类文艺作
品将采取文艺汇演、展览、公益演
出、活动推介等方式进行展演、展
示，并从每个门类中评出一、二、
三等奖若干名，予以表彰奖励。其
中，评选为优秀戏剧、戏曲等的作
品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参考
指标。

报送时间截止到7月底，联系
人：李伟，地址：聊城市柳园南路
23号(聊城市文广新局文艺科)，电
话：0635-8228275。邮箱：lcxcwyzp
@163.com。

1 1日上午 8点
多，城区兴华路上，
一位出行的市民穿
上厚衣服，带着帽
子，捂得严严实实。
虽然已经立夏，但当
天天气较冷，似乎一
朝回到初春。

本报记者 邹
俊美 摄

气气温温

““跳跳水水””

财校新增

汽车客票代售点

记者从聊城汽车总站获悉，
聊城西站至莘县公交线路发车
时间调整，同时汽车总站新增客
票代售点。

据悉，此次聊城西站至莘县
公交班线调整情况为：聊城站，最
早一班6:20发车，最晚一班18:40发
车，每天发送36班车，每隔20至30

分钟一班；莘县站，最早一班6:00

发车，最晚一班18:20发车，每天发
送36班车，每隔20至30分钟一班。

此外，为方便学生旅客购票
乘车，特设立聊城财经、技师学院
代售点，双方约定，今后，遇到学生
放假，如同方向学生较多，学校可
与车站联系，开通“学子直通车”，
学校各种会议、学习培训、旅游等
用车，可直接联系车站。此外，根据
售票乘车时间，如果客流集中，就
可开通聊城汽车总站到聊城财经
技师学院的直通车业务。
(杨淑君 李秀云 吴萍 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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