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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8月19日讯(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赵楠 )

“是你救了我的命，我太感谢你
了。”刘阿姨紧紧握住了健康之家
工作人员的手。60岁的刘阿姨住
在樱花园小区，想起半个月前自
己差点丢了性命，她仍然心有余
悸。

刘阿姨是从老朋友那里听说
的健康之家的，这是济医附院在
其他医疗机构设立的专门从事慢
病管理和免费体检的区域。在健
康之家里，她按照流程建立了健
康档案，进行了各项指标检测。

“从当时的测量数值来看，血
压偏离了正常值，并且体质监测
重度肥胖，心理压力测试结果极
度不平衡。”邢晓娟是健康之家驻
济宁市直机关医院工作站的护
士，她在询问刘阿姨病史的过程
中，得知刘阿姨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数年，并且日常生活习惯较差，
不热爱运动，经常打麻将，特别是
平时劳累后老感觉嗓子疼，一喘
气就疼，特别容易发困，在问到起
家族史时得知，刘阿姨的父亲、弟
弟心脏病猝死。

这一系列的症状，引起邢晓
娟的警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
说，末梢神经感觉会迟钝，对冠心
病的前兆症状不敏感，而且有家
族病史，所以建议刘阿姨尽快去
心内科就诊。”碰巧第二天就是济
医附院专家李清贤教授在市直机
关医院健康之家坐诊，刘阿姨当
即决定就医检查。

做完造影检查后，发现刘阿
姨心脏的一条大血管已经堵了
90%以上，要是再不及时放支架，
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危险。“幸亏当
时通过健康之家预约了济医附院
的心内科的专家，及时就诊，否则
说不定就跟我的父亲、弟弟一样，
突然就……”说到这，刘阿姨难免
心有余悸。

“健康之家配有血压检测仪、
血糖检测仪、体脂率检测仪等体
检仪器，用于社区居民血压、血
糖、心电图、睡眠质量等常见健康
指标的健康服务，义务服务于周
边辐射小区的居民的慢性病管理
和日常的身体检测，还可以为居
民提供济医附院的门诊预约挂
号、大型检查预约服务。”济医附
院健康管理与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何伟介绍，健康之家开通预约挂
号2个月来，先后有300余基层百
姓通过这一方式预约就诊，大大
节约了候诊时间。

目前，济医附院在济宁市直
机关医院、众和医院、樱花医院、
电力医院、石桥医院、济宁市妇女
儿童医院等9家医疗机构设立了
健康之家。在这里不仅可以进行
健康咨询，还可预约济医附院专
家号。

温馨健康之家

救了我一条命
要要和和3355米米的的大大烟烟囱囱告告别别喽喽
拆除大烟囱，勾起市二院职工的不少温暖记忆

本报济宁8月19日讯(记者
姬生辉 庄子帆 苏洪印)
19日，伴随着沉闷的敲击

声，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内
35米高的红色大烟囱动工拆
除。这个19岁的“大家伙”以
手工拆除为主，预计10天内
完工。

当日上午10点，40岁的孟
召兴仔细检查过固定在身上
的两重保险绳后，慢慢爬上红
色大烟囱。检查完烟囱的顶部
构造后，他示意工友将一把大
铁锤用绳索传递到他手中。

砰砰砰……伴随着富有
节奏的敲击声，这个“大家伙”

即将告别这座医院。“我们是
具有专业资质的拆迁公司，老
孟是济宁为数不多的烟囱拆
解工。”济宁市易泰拆除工程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汪金军说，
考虑到烟囱紧邻病房和居住
区，所以先采取先手工拆除，
拆至10米以下后再用机器拆
除。

远远看着散落在地方上
的砖块，在医院工作了20多年
的孙先生说，这个大烟囱承载
了不少人的记忆，“在寒冷的冬
季，没有什么比看到大烟囱里
冒出的白烟让人温暖了。”孙先
生笑着说，烟囱下的锅炉房担

负着医院病房楼、门诊楼和职
工宿舍的供暖，曾经陪伴大家
度过了19个冬天。“现在现实了
集中供暖，大烟囱也要拆除
喽。”孙先生有些惋惜地说。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基
建科科长王勇介绍，医院的锅
炉区建成于1996年，35米的大
烟囱是其中一部分，主要担负
着全院的冬季供暖。“为响应
节能减排的号召，锅炉区在三
年之前就停用了，目前锅炉区
已改造成换热站。”王勇说，为
维护医院正常就医秩序，本次
烟囱拆除工作以手工为主，预
计10天内完工。

广广发发银银行行济济宁宁邹邹城城支支行行开开业业
未来三年提供30亿元支持邹城经济发展

本报济宁8月19日讯(记者
李淑冉) 19日，广发银行济

宁邹城支行正式开业，该支行
是广发银行在省内设立的首
家县域支行。未来三年，该行
将向邹城辖内民营、中小企业
和企业主个人提供各类融资
不低于30亿元，助推邹城市经
济转型发展。

“广发银行选择在邹城设
立 山 东 省 内 第 一 家 县 域 支
行，正是看中了邹城良好的

周边比较优势与蓬勃的经济
发展潜力，双方将在多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全力支持邹
城 实 体 经 济 发 展 与 居 民 消
费。”广发银行济宁分行行长
刘玉娟说。

2013年12月18日，广发银
行济宁分行正式开业。开业以
来，广发银行倾力支持济宁经
济发展，致力于打造最高效中
小企业银行和最佳零售银行，
迅速塑造了广发银行“智慧金

融、精品银行”的良好品牌。截
至2015年7月末，广发银行济
宁分行各项存款余额40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20亿元，信用卡
发卡超10万张，透支余额过10
亿元，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
展与居民消费需求。

据了解，广发银行通过
“好融通”、“快融通”、“生意人
卡”等优势产品，为中小微企
业搭建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开辟与完善“2 4小时智能银

行”、微信银行、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小米直销银行等新型
渠道，大力推广“广发财富管
理”、“自信一贷”等特色产品，
积极构建银行服务新模式，全
方位提升个人客户的服务体
验与产品价值。

开业当日，广发银行济宁
邹城支行为邹城钢山街道办
事处捐赠5万元，用于当地敬
老院建设。

本报济宁8月19日讯 (记
者 高雯 通讯员 史丹 )

湿地公园批而不建、建而
不管、管而无力，济宁市林业
部门将责令其整改，整改不
符合要求的，将取消其湿地
公园称号。

《济宁市湿地公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10月1

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规
定了湿地公园的申报条件、建
设期限、分区管理要求，以及

具体的管理机构和保护管理
要求。

“济宁是湿地大市，湿地
公园的保护总面积达到近3万
公顷。近几年，各县的湿地公
园申报增速很快。”济宁市南
四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市湿
地保护管理中心 )负责人说，
目前全市市级以上湿地公园
达到26处，其中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就有6处。

湿地公园获批后是有建

设周期的，这名负责人介绍，
湿地公园获批后，建设的期限
为3至5年，有的申请方往往忽
略这个建设周期。另外，部分

“批而不建、建而不管、管而无
力”的湿地公园，《办法》规定，
主管部门可责令其整改，而整
改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其湿
地公园称号。

由于没有针对性的管理
细则，部分湿地公园存在分区
不明显，公园内经营活动影响

生态的情况。《办法》规定，获
批后的湿地公园应当按总体
规划设计的范围标桩定界，划
分出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
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
服务区，实行分区管理。一些
经营类活动应在管理服务区
内进行，设置的游览、娱乐和
交通等设施，不能破坏和影响
野生动物栖息、自然景观和地
质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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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开始，济宁陆续
取缔城区的小锅炉。随着集中
供暖面积的不断扩大，在供热
范围内除有特殊生产之外的锅
炉外都进行集中关停，其中最
多的一年拆除了300多根烟囱。
截至2014年，全市整治取缔小
锅炉217台(套)，济宁城区小锅
炉基本被取缔。

除了取缔小锅炉，济宁市
还实行严格的排放标准。济宁
市环保局污染控制科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节能减排过程中，
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引导
大型燃煤机组实行超低排放。
所谓的超低排放就是这些大型
电厂的燃煤机组排放出来的污
染物达到燃烧天然气排放的标
准，例如现行的二氧化硫排放
标准为200毫克每立方米，超低
排放就需要到达35毫克每立方
米。

“在101台大容量机组中，
其中装机容量在10万千瓦以上
有30台，大约分布在7家电厂，
今年有9台大机组实施了超低
排放的改造，今年年底预计有8

台机组能投入使用。”该负责人
介绍，这30台机组的燃煤量占
到全市的85%左右，如果全部
实行超低排放后，每年污染物
的排放量能降低40%以上。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庄子
帆 苏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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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最多拆过

300多根烟囱

孟召兴在烟囱顶部作业。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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