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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27日讯(见习
记者 唐首政 ) “拇外翻又
称大脚骨，是由先天遗传、后
天穿鞋不当等多种情况所造
成，过早的就开始穿高跟鞋对
女性拇外翻患病也有着重要
影响。”济宁骨伤医院足外科
闫主任介绍，近期有不少年轻
女性由于不同程度的脚疼到
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拇外翻。

拇外翻是指拇趾向外偏
斜超过正常生理角度的一种
足部畸形，是常见脚部疾病之

一。一般认为拇趾向外偏斜超
过15°即可诊断为拇外翻，拇
外翻后不仅影响美观与穿鞋，
更为重要地是继发疼痛对足
的基本负重及行走功能有较
大影响。据了解，有一半的拇
外翻患者在20岁以前就出现
了拇外翻畸形，但对于这种病
认知较少，容易忽视，而先天
因素引起骨骼的发育不良，在
骨骼成熟后就越发严重了。

“女性足部韧带较男性
弱，在同等遗传条件下，更容

易发生拇外翻。”闫主任表示，
医学界对拇外翻治疗方案的
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至今已有
100多种拇外翻手术方法。但
如何有效避免传统手术开口
大、恢复慢、并发症多的弊端，
以及如何避免拇外翻治疗不
彻底、容易复发的问题，成为
治疗的关键。

10多年来，济宁骨伤医院
足外科采用微创技术治疗大
脚骨，此技术一经运用，便凭
借着无碍美观的切口，痛苦大

减的创伤，较快的术后恢复和
费用低等优势，受到医患双方
的青睐。同时，济宁骨伤医院
选用经验丰富的专家微创治
疗，以及对技术的成熟运用，
安全和疗效都有保障。截至目
前，医院微创治疗拇外翻约
8000多例，并在该项手术基础
上开展了多项新技术创新，得
了到业内人士的认可，深受广
大患者的一致好评。如您正拇
外翻所困扰，可拨打咨询电
话:0537—2106120咨询。

患患上上拇拇外外翻翻痛痛苦苦又又难难看看，，有有治治
济宁市骨伤医院采用微创技术帮患者轻松祛除病痛

本报济宁5月27日讯(记
者 汪泷) 近日，《山东省全
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
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中提出山东省将实施“十大
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
令济宁人振奋的是，这十大
文化旅游目的地中，有四个
与济宁有着密切联系。

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
分别是东方圣地、仙境海
岸、平安泰山、泉城济南、齐
国故都、鲁风运河、水浒故
里、黄河入海、亲情沂蒙，以
及鸢都龙城。

其中，“东方圣地”以儒
学文化发源地曲阜、邹城两
座历史文化名城为主体，以

曲阜“三孔”、邹城“四孟”
为核心资源，西连运河之
都，北接汶上佛都，东融圣
源泗水，带动辐射微山湖、
济宁古城、汶上南旺枢纽考
古遗址公园等运河文化，汶
上宝相寺、兖州兴隆文化园
等佛教文化，曾子、颜子等
东方圣地系列名人文化以
及泗水泉林生态文化开发，
建设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示范区、中华旅游与
文化融合发展核心区和中
华传统国学研学旅游示范
区。

此外，“鲁风运河”、“水
浒故里”、“黄河入海”也与
济宁有着密切联系。

本报济宁5月27日讯(见
习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王磊) 25日，济宁市召开了
创建山东省食品安全市县工
作新闻发布会。创建山东省
食品安全市县工作开展以
来，济宁市将“加强食品质量
安全监管”列入2018年市政
府为民办十件实事，食品安
全财政投入逐年增加。

据统计，2017年全市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共组织监督
抽 检 食 品 和 食 用 农 产 品
43599批次，合计千人样本量
5 . 22份，比上年提升185%，
不合格产品全部及时核查处
置。兖州区、邹城市、泗水县
等10个县(市、区)的县级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全面建

设完成，任城区、高新区、太
白湖新区、经开区均配备了
食品快检车。

全市已创建“食安山
东”食品生产加工示范单位
4 5家，食品流通示范单位
118家，餐饮服务示范单位、
示范学校食堂、中华老字
号、地方风味名吃316家。全
市 认 证“ 三 品 一 标 ”产 品
1112个，四种业态总数超过
全省平均水平。坚守“源头
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
的工作原则，近三年来，全
市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从
2 0 1 5年的8 9 . 4 5%提升到
2017年的97 . 86%，连续数
年未发生重大以上食品安
全事故。

十十大大文文化化旅旅游游目目的的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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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已列列入入今今年年““十十件件实实事事””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222200千千伏伏马马青青变变电电站站即即将将送送电电

本报济宁5月27日讯(记者
贾凌煜) 围绕济宁市十大

重点产业开展紧缺人才需求
调查后，25日，济宁市人社局
发布《济宁市2018年度紧缺人
才需求目录》，涉及327家企业
需求7809名人才。

查看《目录》可发现，这些
企业主要包括济宁市重点发展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养
健康等新兴产业及高端化工、
纺织服装、现代高效农业、文化
旅游、现代金融服务等传统优
势产业，共327家企业，需求本

科及以上学历紧缺人才7809
名，涉及211个紧缺专业。

根据规定，济宁市企业引
进的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企业
创新发展的高层次领军人才，
市财政给予不同的生活补贴
和住房补贴。

济宁市企业引进的，所学
专业或从事工作符合《济宁市

“高精尖缺”引才目录》要求，
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全日制高
校毕业生，给予人才津贴、购
房补助。具体来说，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或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人员，3年内给予每
人每年3万元人才津贴。在济
宁市购买首套住房的，给予一
定购房补助。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人员，3年内给予每人每年
1 . 2万元人才津贴。全日制本
科毕业生，2年内给予每人每
年5000元人才津贴。

另外，各类全日制高校毕
业生在济宁市创办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分别给予15000
元、3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
贴，并给予每个岗位3000元的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济宁市发布《2018年度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332277家家企企业业急急需需77880099名名人人才才

济宁市妇联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集中开展“聚力精准扶贫、成就未
来梦想”关爱贫困儿童公益行动，6月底前在全市范围内结对帮扶1200名
精准扶贫户家庭贫困儿童，每位孩子将获得最低500元的助学金，共计60
万元。25日上午，十余个爱心团队在救助贫困儿童公益结对现场，为首批
200名贫困儿童准备了每人500元的助学金。

本报记者 孔令茹 通讯员 马海滨 摄

“六一”

助学礼

本报济宁5月27日讯 (见
习记者 唐首政) 25日，济
宁市通报了新旧动能转换工
作情况。国网济宁供电公司
在战略对接加快电网发展上
改造的220千伏马青变电站
即将竣工送电，为迎峰度夏
和济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
力支撑。

220千伏马青变电站改造
工程是济宁东部电网改造工
程的重要一环。马青变电站建
成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主要担

负京沪电气化铁路和市区及
附近矿区的供电任务。由于马
青变运行时间较长，运行状况
不佳，且两台主变均为无载调
压变压器，接带地方电厂较
多，部分时段35千伏电压临近
上限。另外，马青变电站内架
构等设备老化严重，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

作为东部电网改造的第
一项工程，220千伏马青变电
站去年9月正式启动实施建
设改造，对兖州、邹城等周边

城市的电网起到加护作用。
“马青变电站改造看似是一
个点的工程，其实设计到很
广泛的区域，东部电网主变
容量的增加能有效缓解这方
面的问题。”在调控中心负责
电网运行方式的王工介绍，
改造后的变电站拆除原设备
及架构，新增两台180兆伏安
的主变压器，有效接载周边
负荷，增加周边供电的可靠
性，目前正进行设备调试工
作，即将竣工送电，为迎峰度

夏和新旧动能转换提高供电
可靠性。

此外，国网济宁供电公司
将全面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围
绕能源转型、绿色发展、乡村
振兴等战略重点，制定了全面
服务济宁新旧动能转换十大
举措30项任务。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将加
快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工程，解决城乡电网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到2020年全面
建成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坚

固耐用的现代化农网，为乡村
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提供坚强
的供电保障。

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
实施“新时代·新彩虹·新服
务”为民服务十大工程，全
面推广新型智慧服务方式，
为客户提供“马上办、网上
办、一次办”的服务新体验。
加快营业厅转型升级，构建

“智能型、市场型、体验型、
线上线下一体化”实体营业
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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