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5年8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B02 >>>> 今 日 滨 州

“关爱职场妈妈，支持母乳喂养”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

滨滨州州母母乳乳喂喂养养率率将将达达到到9900%%
本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戴杰 记者 王晓霜) 8月1日
至7日是第24个“世界母乳喂养
周”，今年的主题是“职场妈妈，

‘喂’爱坚持”。11日下午，滨州
市暨滨城区“关爱职场妈妈，支
持母乳喂养”主题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举行，倡导全社会参
与和支持母乳喂养。

刚休完产假，很多妈妈就
回到了职场，导致很多孩子得
不到很好的母乳喂养。为此，不

少女性加入了“背奶族”。家住
滨城区的李女士刚休完产假，
现在每天上班要背着一整套的
挤奶工具，以便奶涨时挤出来，
下班后再把母乳背回家喂给宝
宝，俨然成了一名“背奶妈妈”。

“没办法，为了孩子，有时候不
得不在洗手间完成这些事。”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4年公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母乳喂
养率呈持续下降趋势，16年间
下降了近40%，0—6月龄婴儿纯

母乳喂养率为27 . 8%，其中农村
为30 . 3%，城市仅为16 . 8%，远
低于国际平均水平(38%)。

今年8月1—7日是第24个
“世界母乳喂养周”，在《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提
出，6个月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
率要达到50%以上的目标。而滨
州市更是在《滨州市儿童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婴儿母乳
喂养率达到90%以上。

接下来的时间里，滨州各

县区都将组织开展本地区的主
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开展系列
宣传活动，全面营造母乳喂养
活动氛围，提高母乳喂养知识
知晓率和母乳喂养依从率。

2014年，滨州市卫计委组
织开展了爱婴医院复核工作，
全市共有8所医疗机构获得“爱
婴医院”称号，其分娩量占到
2 0 1 4年全市出生人口总量的
70%以上，出院前纯母乳喂养率
达到92%，各项指标均优于全市

平均水平。
面对越来越多的处于孕

期、哺乳期职场女职工没有合
适的场所休息、哺乳的困境，今
年滨州市将在育龄女职工人数
较多，有需求的机关、企事业的
单位开展“爱心妈妈小屋”建设
工作，为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
提供一个私密、安全、卫生的场
所。今年初步将建成8处“爱心
妈妈小屋”。

种的花样百亩林，引得飞禽走兽来

沾沾化化区区海海防防苗苗圃圃成成避避暑暑圣圣地地
本报讯 北靠茫茫渤海

湾，南怀百亩参天树。近日，位
于滨州市沾化区东北部的海防
苗圃(沾化区苗圃)树木葱郁、
凉风习习，引得附近村民每到
旁晚时分便纷至沓来，或运动
健身，或散步休闲，一时成为避
暑纳凉圣地。

苗圃负责人李主任说：“海
防苗圃占地总共540多亩，这里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沾化最
美丽的地方。划归海防办事处

管理以后，在海防工委的领导
和带领下，苗圃积极进行整改，
通过土地流转，把现有土地承
包成苗圃职工，专业进行绿化
树木规模化种植，千方百计增
加职工收入。”

现在苗圃种植树木达十余
种，白蜡、国槐、杨树、柳树等，
但凡北方常见树种在这里都能
找到它们的身影。据林业部门
统计，这里还有三十年的老树
二十余株，植物40余种，100多

科，植被覆盖率达到90%以上，
鸟类17科，40余种。随着物种的
多样化，小型哺乳动物今年来
增加明显，黄鼬、刺猬、貉等小
动物经常出没。

海防驻苗圃的工作人员介
绍：“这里的负氧离子每立方
厘米达8万个，是个名副其实
的天然氧吧！”尤其是近年来，
海防办事处依据苗圃独特的苗
木资源和天然的区位因素，依
托浓厚的飞地文化和海防精

神，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优
化苗圃发展规划措施。积极整
合各方资源，并派遣工作组驻
扎苗圃指导工作。以促进苗圃
职工收入为目的，以繁荣苗圃
生态多样性为目的，以开发苗
圃发展潜力为目的，保护与开
发相结合，环境与效益同时
抓，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
造就了今天苗圃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

(路兴玉)

码头镇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出生
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邹平
县码头镇结合实际，采取针对性
措施，积极推进长效综合治理机
制的建立完善，确保出生人口性
别比治理工作有效开展。

设立“两非”行为举报电话，
发动群众举报“两非”行为，对举
报属实人员给予1000-50000元的
奖励。强化宣传教育，对辖区所有
医疗保健机构的B超室和人流引
产手术室都张贴了严禁“两非”的
警示牌。强化打击力度，卫生计
生、药监、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联
合执法机制，做到有线索必挖、有
案件必查。

同时，加大“两非”案件曝光
力度，及时宣传报道“两非”典型
案件惩处情况，营造舆论氛围，形
成高压态势，震慑犯罪分子，警示
教育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两非”行
为。 (李业泽)

阳信劳店镇计生

便民措施提高效能

本报讯 围绕着“建设人民满
意的计生事业”这一工作中心，阳信
县劳店镇计生办进一步简化程序，
方便群众，切实提高了办事效能。

落实首接责任制。首接责任
人要热情接待办事群众，问明事
由，全程负责。对群众申请办证符
合政策规定，手续材料不全的，要
提供书面清单，一次性告知补充
事项，不得让群众跑两趟，并留下
联系方式，跟进服务，直至办结。
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的，首接人
负责联系协调有关责任单位。公
开服务事项。在办事大厅上墙公
开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手册，明
确告知与群众密切相关的计划生
育事项的办理信息。 (宗海辉)

黄山街道计生

提升服务质量

本报讯 邹平县黄山街道计
生工作坚持“为民、务实”原则，强
化工作落实，多举措提升服务质
量。

强化宣传倡导，印制人口计
生便民服务宣传单、民生工程宣
传单等发放到老人手中，投入50

万更新辖区村(居)人口文化一条
街，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计
划生育宣传。强化技术服务，结合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开展查
环查孕及随访服务活动，确保辖
区所有育龄妇女都接受一次免费
技术服务，以优质服务赢取群众
满意。强化办证服务，推行“一站
式服务、全程化代理”，对群众办
证实行一次性告知，减少工作时
间，提升工作效率。畅通便民渠
道，为所有育龄群众发放便民服
务联系卡，提供免费咨询电话，畅
通群众咨询政策的渠道，增强计
生工作的透明度。 (刘丽)

惠惠民民三三鑫鑫村村有有个个““半半年年节节””
节日上有演出、有表彰，促进村风和谐、倡树乡风文明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张
牟幸子 通讯员 耿文燕) 在
惠民县大年陈镇的三鑫村，有
一个只属于本村的节日———

“半年节”，在这个节日上，除了
有精彩的节目，还有隆重的表
彰大会。

三鑫村举办“半年节”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只有三鑫村才
有这个节日。村里的老人介绍，
最初的“半年节”是把每年的六
月初六定为走亲访友日，以前
老一辈传说是为了给村子里嫁
出去的姑娘定一个回家探亲的
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村子里
嫁出去的姑娘们就都回到娘家
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拉家常、
续感情。”但是“半年节”到底设
定于哪一年，是什么原因定下
的这个节日，已经无从考究了。

近几年来，三鑫村为推动
本村的文化建设，促进村民们
共同发展，为“半年节”增加了
许多新的活动内容，将“半年
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半年
节”由最初的走亲访友变成了
包含重大活动庆祝、表彰奖励
先进个人、倡树乡风文明的多
元化载体。

三鑫村共有九百多口人，
村民们的主要收入都是来自农

业和打工。村里修公路涌现出
来的捐款大户、村里的致富能
手等等，这些传递正能量的好
人好事都能在“半年节”上受到
表彰。这些活动潜移默化地促
进了村风和谐，也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三鑫村的全面发展。

“在今年的半年节表彰大
会上，俺和婆婆分别被评选为

‘好媳妇’、‘好婆婆’，不但胸带

红花上台领了荣誉证书，还发
给俺家发了两袋化肥，真是名
利双收呀！”三鑫村村民胡丽梅
高兴地说。

“驻村两年来，三鑫村给我
感触最深的便是村里举办半年
节庆祝活动带来的巨大变化，
不仅带活了全村经济发展，更
重要的是群众婚育观念、生产
经营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驻村“第一书记”马成岭
深有感悟地说。

近几年，每逢“半年节”这
天，村里不但聘请专业演出团
体前来助演，群众们也都提前
策划，把村里发生的好人好事、
巨大变化编排成说唱段子搬到
舞台上，让全村父老乡亲在欣
赏节目的同时总结和感触三鑫
村的发展成果。

三鑫村“半年节”上领奖的村民。

滨滨州州获获大大气气污污染染防防治治资资金金22660066万万
本报8月11日讯(通讯员

魏刚 魏俊文 记者 李运
恒) 日前，记者从滨州市环保
局获悉，省财政厅和环保厅共
同下发了关于下达国家补助
和省级配套2015年专项资金
预算指标的通知，其中滨州市
获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2606万元。

为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建立健全大气污染保护畅
销机制，根据《财政部关于下
达2015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预算 (第一批 )的通
知》和《财政部关于下达2015
年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
算(第二批)的通知》和省级资
金预算安排情况 ,将2015年度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
指标下达，资金额度根据列入

一期行动计划和省政府批复
的规划补充项目中2014年项
目完成率、2015年减排任务以
及2015年1-5月份各市空气质
量同比改善等因素综合测算
确定。

通知中提到，资金重点支
持列入《行动计划》和《关于印
发山东省2013-2020年大气污
染防治规划一期(2013-2015

年)行动计划重点大气污染治
理调整补充项目的通知》中的
2015年重点工业企业脱硫、脱
硝、除尘、挥发性有机物 (异
味 )治理项目、清洁能源替代
项目，一季符合国家、省大气
污染防治计划 (规划 )治理方
向的散煤替代、燃煤锅炉改
造、工业企业堆场无组织扬尘
治理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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