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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商商大大咖咖将将齐齐聚聚滨滨州州传传经经送送道道
滨州首届知名电商线下交流大会12月6日召开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李
运恒) 12月6日下午，由齐鲁晚
报、金苹果全国电商培训主办
的滨州首届知名电商线下交流
大会将在滨州大饭店召开。届
时，众多电商大咖将齐聚滨州，
为滨州广大商家在创业、创新、
成长等方面提供最权威的指
导，欢迎广大企业和商家垂询
参加。

网购的兴起，让更多人足
不出户就可以选购国内、甚至
国外的各类商品，从鞋帽袜子

到家具家电，有市民感叹：“只
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在网上买不
到！”如今，滨州也涌现了两个
全国闻名的淘宝村——— 博兴湾
头村和顾家村。记者从滨州市
一家快递公司了解到，城区内
单单这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量
就从五年前的每天600单增长
至每天6000单，五年时间足足
翻了十倍，快递行业的迅猛增
长突显了电商行业的日益迅
猛。

为了给众多商家提供一个

交流学习的规范平台，本报与
金苹果全国电商培训联合主办
了此次滨州首届知名电商线下
交流大会，活动致力于解决商
家最燃眉之急的开店疑难，专
业讲师团队还会为众多商家提
供多种多样的成功案例，同时
还有五大交流主题为商家提供
最便捷最实惠的服务，包括淘
宝运营交流、免费流量进店、店
铺转化提升、无线运营技巧、创
业前期准备等。

和数百家知名电商面对面

接触！学习交流电商运营中的
最前沿技巧，这也给广大企业
产品实现线上销售提供了绝佳
机会，欢迎广大企业和商家垂
询参加。

地点：滨州大饭店二楼东
海厅

时间：12月6日下午1:00-5:
30

咨询电话：0543-3211123、
18654399035

““百百例例特特困困援援助助妇妇科科腔腔镜镜手手术术””启启动动
患者可到百佳妇产医院预约北京专家医疗志愿者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张牟幸子 通讯员 刘洪斌 )

28日，“关爱留守/流动家庭
百例特困援助妇科腔镜手术”
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滨
州百佳妇产医院举行。

“百例特困援助妇科腔镜
手术”公益活动由滨州市卫生
计生委、市计划生育协会主
办，滨州百佳妇产医院承办，
是7月份国家卫生计生委、市
卫生计生委主办的“关爱留守
流动家庭中国行——— 医疗志
愿者牵手流动妇女走进滨州”
大型公益活动的继续。滨州百
佳妇产医院被国家卫生计生
委指定为“流动妇女健康之
家”，成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北
京专家医疗志愿者定点医疗
单位。活动期间，国家卫生计
生委、市卫生计生委与滨州百
佳妇产医院签订了《百例特困
腔镜手术援助协议》，并由滨

城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
新区负责组织和筛选援助对
象。

市卫生计生委党组副书
记、市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
长黎玉娥指出，本次活动标志
着“关爱留守/流动家庭百例
特困援助妇科腔镜手术”正式
启动。希望通过本次公益活
动，推动滨州妇科微创诊疗技
术进一步发展，真正的惠及基
层群众。同时，也希望各位医
生同仁，珍惜北京专家医疗志
愿者言传身教的机会，加强学
习，提升诊疗水平，更好的为
群众健康服务，为建设健康滨
州作出积极贡献。

滨州百佳妇产医院业务
院长由桂芝表示，百佳妇产医
院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开展，
此次“百例特困援助妇科腔镜
手术”的正式启动，标志着这
一惠民项目正式在滨州落地

实施，百佳妇产医院定会借助
此次机会，让北京医疗志愿者
的诊疗力量最大化展现。医院
还会发挥“流动妇女健康之
家”的积极作用，将本次活动
的政策福利惠及更多的人群，
同时利用医疗志愿者坐诊的

机会，构筑起双方有效沟通学
习的渠道，从而进一步推进滨
州医疗技术的发展。

会后，与会领导和媒体记
者在由桂芝院长的陪同下，参
观了百佳妇产医院微创妇科
手术中心。

“2015互联网+大健康产业发展论坛”滨州举行

众众大大咖咖解解读读传传统统行行业业与与互互联联网网融融合合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通讯员 张振远 刘俊
亮 孙成龙) 28日，“2015互联
网+大健康产业发展论坛”在滨
州隆重举行。国家有关部委领
导、行业协会领导、滨州市领导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健康行
业企业代表、媒体代表等1000
多人参加了本次行业盛会。众
多大咖现场思想碰撞，共同解
读新形势下传统行业如何与互
联网融合，围绕大健康产业如

何利用互联网创新升级进行了
深入探讨。

当互联网思维与健康产业
相碰撞，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
能量？来自健康产业的企业家
们也就如何洞悉互联网时代脉
搏、把握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借
势转型、有效整合资源等介绍
了经验。

主讲人之一、活动承办方北
京华海世纪医学研究院、华海白
癜风医院成爱华院长介绍说，国

家“互联网+”战略的提出，为中
医药走向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机
遇红利。她所在的华海白癜风医
院利用互联网信息优势，服务范
围已经遍及全球118个国家，并
被联合国机构确认为科研诊疗
示范基地，如果单靠传统的思维
和运作模式，是难以实现的。她
认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将会率
先发展，成为践行“互联网+行
动”的受益者。

在本次论坛上，来自全国

的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互联
网运营专家，也分别围绕互联
网信息交互革命性创新、利用
互利网平台进行变革、具体运
营实操等进行了智慧分享，拉
近了现场创业者们与“互联网
+”的距离。本次论坛还特别邀
请了全国各地的实业家、知名
投资人齐聚滨州，为滨州的企
业发展进行有效的资源资本对
接，拓宽了内外合作的渠道，提
升了滨州在全国的影响力。

劳店镇着力做好

综合治理性别比

本报讯 为转变群众生育观
念，阳信县劳店镇实施“四个加
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取
得良好效果。

加强宣传。定期组织持证育
龄妇女时进行集中培训，切实让
育龄妇女认识到“两非”行为对社
会、对家庭、对自己身心健康的危
害。
加强孕情跟踪管理。计生办服务
人员月访视两次、及时发现孕情、
落实全程孕情跟踪监测服务与管
理。

加强B超管理。B超员实行
“双人双锁双落实制度不走形式，
坚决杜绝一人持有两把钥匙现
象，工作中必须做到双人同时在
场，严禁代签、补签、漏签等现象。

加大有奖举报奖励力度。有
奖举报办法在全镇各村张贴，深
入宣传，积极发动群众进行举报，
对群众举报，进行快速调查核实，
一经确认，严格兑现奖励，提高了
群众参与积极性。 (宗海辉)

劳店计生新标语

扮靓新农村

本报讯 “政府奖励享晚年，
计生家庭笑开颜”、“男孩好女孩
好，比例和谐最美好”。走在阳信
县劳店镇、村主要干道上，一条条
极具人性化的计生宣传标语映入
眼帘，这些内容温馨、令人赏心悦
目的计生宣传标语口号，突出了
人与自然和谐、关爱老人、关心女
孩等积极向上的思想，营造了良
好的人口计生宣传氛围，也为新
农村建设绘出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今年以来，劳店镇结合实际、
加大投入，积极做好户外宣传环
境的清理和优化工作，对过去一
些内容过时、简单生硬的计生宣
传标语进行全面清理，与新农村
建设、创建和谐环境相结合，在醒
目位置，重新粉刷和制作新颖、规
范、醒目、持久的标语与标牌，将
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融入百姓生
活，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和社会
氛围。 (宗海辉)

订版电话：

3262626

本报讯 11月23日，滨州市政府召开全市迎
接省政府2015年度消防工作考核调度会。市公安
局、民政局、工商局、住建局、教育局、安监局、文广
新局等部门分管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下发了省政府考核通知和考评细则，消
防支队支队长焦培文宣读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开展2015年度全省消防工作考核暨冬春火灾防控
工作督导的通知》，并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2015

年度消防工作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滨州市
政府副秘书长甄恩如作了重要讲话。

甄恩如副秘书长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明
确责任，资料台账要准备齐全；对照考核细则内容
逐项梳理，查缺补漏；明确分工，责任到人，逐一审
核、逐一把关，确保考核取得优异成绩。

(王晓静)

滨州召开迎接省政府
消防工作考核调度会

本报讯 11月17日至20日，邹平县公安消防大队联合公安、
安监等部门对辖区好生镇700余家家具生产企业的8000余名员
工及村民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暨灭火演练，实现了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进企业”与“进农村”双赢效果。

宣讲团先后走进全镇39个村，根据划片分组，分批次组织当
地家具生产企业员工及村民进行培训和灭火演练。培训课上，消
防宣讲人员结合企业生产销售木材的实际情况，向企业负责人
及员工讲解了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木材的火灾危险性、木材火
灾的扑救方法等，现场指导员工及村民使用灭火器、灭火毯进行
木材、海绵等生产材料的灭火实战演练。

此次消防培训及演练，旨在加强家具生产企业员工自防自
救等能力，达到“五个一”(每人配备一个灭火器，每人配备一个
灭火毯，每人配备一块毛巾，每厂建一个消防水池，每人必须会
用)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对推
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企业”、“进农村”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
范作用。 (王晓静)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走进好生镇家具生产企业

本报讯 为确保辖区冬季火灾形势持续稳定，加
强对群众的消防安全知识教育，推进119宣传安全宣传
月活动，北海新区公安消防大队发动消防志愿者深入
社区，热情地向群众发放消防宣传资料。

为使宣传活动收到实效，志愿者在社区宣传栏里
张贴了居民消防安全知识、《社区防火公约》和《电动车
使用管理办法》等宣传资料，同时志愿者还为社区居民
做现场讲解，告诉居民火灾初起时现场群众该怎么报
警、怎么扑救、怎么自救，以及有关的法律责任。针对居
民小区群众日常用电、气、火较多的情况，消防志愿者
为居民详细讲解了消防工作人员所教的消防知识。

志愿者宣传活动不断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提升
民众消防安全意识，全方位、多角度向广大群众宣传普
及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常识，提高群众的消防意识，
在辖区营造全民消防的浓厚氛围，助推冬春火灾防控
工作。 (王晓静)

消防志愿者深入社区
助阵冬季防火宣传

消 防 风 采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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