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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保保健健食食品品看看清清““小小蓝蓝帽帽””
食药监部门开展节前保化专项检查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帅）
“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一定要分

开摆放，便于消费者区分。”21日上
午，在章丘市汇泉路华联百货，正
在进行保健食品、化妆品检查的章
丘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执法人员对
商场的保健品摆放提出调整要求。

据了解，近期，食药部门对保
健品、化妆品市场开展专项检查，
各食药所相继在辖区展开检查执
法，通过整顿和规范相结合，重点
关注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企业是
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经营，检

查商超等销售单位的相关证票、进
货查验和购货台账制度执行情况
等。同时，执法人员仔细检查了在
售商品的生产日期，确保无过期产
品。

“对于今年的保健食品、化妆
品市场监管工作，我们总结了八个
字：抓源、控大、引消、治伪。”章丘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保化科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保健食品、化妆
品的销售量很大，其中的认知误区
也较多，“很多人甚至把保健食品
当成药物来服用，这实际上错误认

识了保健食品的功效。”对此，食药
执法人员一方面狠抓保化品生产
源头，控制大型商超的进货渠道，
保证保化类商品的质量，另一方面
也逐步引导消费者，在正规经营单
位购买适合自己的保化产品。

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在购买
保健食品和化妆品时，要认准保健
食品的“小蓝帽”标志，同时注意查
看产品的有效期标识及生产企业，
对于存在制售假劣、非法添加禁用
物质、夸大宣传的违法经营行为，
可以及时向食药部门投诉、举报。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石剑
芳） 年轻人白天忙于工作打拼，
往往没有时间照顾老人。党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着眼于服务当地百
姓，盘活固有资产，成立了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为辖区内老人提供
全方位的日间照料服务。

正在街上散步的李大爷告诉
记者：“我老伴儿去世得早，孩子们
又忙，平时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
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李大爷
还表示，自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风
吹不到雨淋不到,还有各类娱乐设
施的地方供老年人聚在一起。

为优化诊疗环境、提升服务水
平，将人性化、细致化的服务落实
到每位患者身上，党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盘活该院公卫科二楼闲置
病房，奉行“白天入托接受照顾，晚
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宗旨，并

实行“无偿、低偿、有偿”相结合的服
务方针，新设立了龙山街道党家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为该社区的老年
人提供集医疗保健、康复、学习、娱
乐、休闲于一体的日间照料服务。

该中心房屋面积400平方米，
设有老年人健身室、娱乐室、阅览
室、休息室、沐浴室、网络室、接待
室（会议室）、管理室、餐厅等科室；
还备有棋牌桌、麻将桌、乒乓球桌、
按摩椅、健身脚踏车和 10张休息
床；另外，为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
该中心还备有1000余册图书、电
脑、电视等设施；该中心抽调多名
医护人员和后勤人员，专兼职为入
托老人服务。

据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王伟介绍，该中心正式启用后主
要服务对象是空巢老人、独居且有
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最终达到

“托老服务在日间照料中心，老有
所乐在日间照料中心”的目标，让
更多的老年人在党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感受家的味道。

为提升医院的内涵建设，党家
医院从小处着手，为方便患者挂号
将医院门诊收费大厅改建、将窗口
透明化；为解决住院患者饮水问
题，将开水间开放时间提前；为方
便患者就诊，医院调整优化科室布
局，重整科室牌、导医牌，简化患者
就医流程；为提升患者住院环境，
提供宾馆式服务，该院新更换被
褥、床单、被罩并由专门布草公司
进行回收清洗。在今后的医疗服务
中，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继续
加强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打造有内涵、人性化、技术化、细致
化、信息化的综合类医院，为辖区及
周边镇街的居民搭起健康的桥梁。

多措并举提升医院文化内涵建设

党党家家医医院院为为老老人人开开启启服服务务新新模模式式
鼻干、鼻痒、打喷嚏、流

鼻涕、鼻塞、鼻涕倒流、打呼
噜、头昏脑涨、喉咙干，睡觉
用嘴呼吸很难受，尤其孩子
得了鼻炎经常头晕头痛、记
忆力减退，学习成绩明显下
降，小鼻炎大危害，年年治
年年犯。治鼻炎的要诀，抓
住病根是关键。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
扈氏鼻炎膏，独创“让肺打
喷嚏治鼻炎”的中医绝技。
400年来，扈家专看鼻炎一个
病，反响强烈。扈家治鼻炎有
个口诀：“一塞二排三修复、
猛打喷嚏你莫怪、脓鼻涕流
得多、排出鼻毒好轻松、保你
来年不再犯。”意思是把扈家
祖传的黑色膏药蘸满特制的
棉签放到下鼻道里，不到10

秒钟，肺部就会不停地猛打
喷嚏，然后开始不停流鼻涕，
把肺里的鼻炎致病菌排出
来，奇怪的是使用一周期后，
鼻子就通气了，更奇怪的是
连续使用3-4周期后，来年鼻
子的老毛病不再犯了。

好消息：为了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造福民众，扈氏鼻
炎膏年末钜惠回馈明水父
老乡亲，元月23—24日（周
六、周日）两天在章丘店（章
丘市明水汇泉路二建公司
西邻30米路北。）特邀总部
专家免费坐诊，免费鼻腔内
窥镜检查，免费体验！同时
有大型优惠买赠活动，望莫
失良机！

报 名 电 话 ：0 5 3 1 -
55505160

民间偏方免费体验治鼻炎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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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市联源商贸有限公司 1 厢货司机 3000 3000 每月休两天 18 55 章丘明水明镜路102号 马兆清 18560223388 初中及以下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1 数控 4000 4000 熟练工 25 45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职业高中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1 质检 3000 3000 熟练工 25 45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职业高中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1 加工中心操作工 5000 5000 熟练工 25 45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职业高中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3 风机安装 4000 4000 25 45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职业高中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1 仓管 2100 2100 25 45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职业高中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1 商务 2100 2100 25 35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职业高中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1 会计 3000 3000 25 40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大学本科

济南鑫隆达风机有限公司 3 网络营销 1500 1500 提成 25 35 章丘明水办事处赭山工业园 赵敬水 15064061666 中等专科

章丘鸿广机械有限公司 2 办公室文员 2000 2000 20 35 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三涧溪村 马素杰 13953125543 中等专科

章丘鸿广机械有限公司 2 电子商务 1500 1500 提成 20 35 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三涧溪村 马素杰 13953125543 中等专科

章丘鸿广机械有限公司 2 风机安装工 3000 3000 20 35 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三涧溪村 马素杰 13953125543 初中及以下

章丘鸿广机械有限公司 2 电焊工 3000 3000 18 55 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三涧溪村 马素杰 13953125543 初中及以下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5 男学徒工 2500 3500 18 40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初中及以下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5 制袋女工 2000 3000 18 40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中等专科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2 质检 2500 3000 18 35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中等专科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2 会计 2500 3000 20 38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中等专科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平面设计人员 3000 3500 20 37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中等专科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2 仓管 2000 2500 提成 25 45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中等专科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2 业务 2000 2500 提成 21 38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中等专科

山东万泰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1 内勤 2000 3000 21 30 济南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万泰路1号 王龙华 13854107615 大学专科

济南我爱我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 月嫂 3800 8800 30 60 章丘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徐玲 13954155257 初中及以下

济南我爱我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 育儿嫂 2600 5800 30 60 章丘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徐玲 13954155257 初中及以下

济南我爱我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 保姆 2200 4800 30 60 章丘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徐玲 13954155257 初中及以下

济南我爱我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 养老陪护 3000 6000 30 65 章丘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徐玲 13954155257 初中及以下

济南我爱我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 海员船员 7000 8000 18 45 章丘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徐玲 13954155257 初中及以下

山东科芯电子有限公司 50 普工 2000 4000 18 35 章丘明水经济开发区明埠路中段交通技校对过 王丽 83316871 初中及以下

山东科芯电子有限公司 3 生产主管 2000 5000 25 35 章丘明水经济开发区明埠路中段交通技校对过 王丽 83316871 大学专科

山东科芯电子有限公司 3 储备人才 2000 8000 25 35 章丘明水经济开发区明埠路中段交通技校对过 王丽 83316871 大学本科

章丘市清照工艺美术社 2 平面设计人员 2000 3000 18 40 章丘明水绣水大街6号 王艳华 13605417957 普通高中

零花钱—换新车！上汽
大众春节前最后一次购车
盛宴！就在1月23日！

平板电脑、折叠自行
车、品牌电暖器等全程五轮
大奖送不停！厂家直销，全
城钜惠，仅限100名，章丘地
区仅此一家！
⑴签到即送礼！
⑵交纳100元意向金即送意
向礼，不订车也能赢取抽奖
礼！

⑶订车还有订车礼！
⑷订车抽奖，平板电脑、折
叠自行车等您拿！
⑸0利率、赠置税，送保险，
买大众，过大年！
⑹100个名额，厂家直供，全
城钜惠！

章丘凯文4S店诚邀您
共同见证什么叫人气爆棚，
什么叫震撼底价！赶紧拨打
电话：0531-58705999预约报
名吧！

零花钱—换新车！
上汽大众春节前最后一次购车盛宴！就在1月23日！

2015年12月28日下午，普集镇
卫生院护理部组织护理工作人员开
展了自动洗胃机洗胃操作比赛,该院
40余名护理人员均能做到熟练掌握
自动洗胃机洗胃操作。

据了解，为提高全院护理人员的
技术操作水平，普集镇卫生院每季度
定期开展护理技术操作比武，旨在提
高全体护理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和
素质，更好地为辖区群众提供高质量
的护理服务。

本报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张娜 摄影报道

护理人员

技术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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