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赵志楠) 27
日，齐鲁晚报记者从北大医疗
淄博医院获悉，该院门诊医技
病房综合楼于当日正式封顶，
预计将于2019年7月正式竣工。
据淄博医院副院长夏同耀介绍，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门诊医技病
房综合楼项目被列入淄博市
2016年重点建设工程，于2017
年9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建筑
面积5 . 96万平方米，主体地下
一层、地上二十层，裙楼四层，
容纳了门诊、急诊、医技及570
张床位的病房，总投资为3 . 05
亿元。综合楼建成后，淄博医院

总床位可达到800—1000张。同
时，北大医疗集团也委派了20余
名国内知名专家，定期到淄博医
院坐诊、手术、教学，为淄博市
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接下
来，医院将对新综合楼进行二
次结构及内外装修等方面的工
作，该楼为山东省建筑研究设
计院设计，在运行上围绕节约
环保智能化的主题，同时将所
有的就医服务集中在一栋楼
上，简化了就医流程，从而为病
人看病提供了极大方便。”此
外，对于与淄博医院新综合楼
相对的北面1号病房楼，医院也
将通过搭建连廊来实现连接，保

证病人在看病时“少走弯路”。
与此同时，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还将抓住“牵手北大医疗，
服务齐鲁大地”这一机遇，践行

“坚持公益性，惠及老百姓”的
办院方针，团结在北大医疗大
家庭内，依托北大医疗的优质
医疗资源，虚心向北京大学国
际医院、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及
其他兄弟医院学习，不断提升
技术服务和管理水平，用三到
五年的时间，努力将医院打造
成患者信赖、员工幸福、特色突
出的三级综合医院，为淄博市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北北大大医医疗疗淄淄博博医医院院新新综综合合楼楼封封顶顶
集门诊医技病房于一体，建成后将成为张店南部、淄川北部最大综合性医院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第
二人民医院暨淄博口腔医院召
开党支部书记领导班子廉政谈
话。

会上，各分管领导分别对
自己的分管工作情况作出详细
的陈述，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及对以后工作的打算。党支部
书记对各分管领导的工作给予
了肯定，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提高工作主动性和
创造性；养成一线工作法，现场
工作法，改进工作作风；严格要
求自己，加强廉政约束，从思想
上做到不能腐。 (张学莹)

张店区第二人民医院：

开开展展廉廉政政谈谈话话

增增强强廉廉洁洁意意识识
本报讯 为庆祝七一党的

生日，近日，张店区第二人民医
院暨淄博口腔医院组织医院党
员进行无偿献血活动。

活动体现了医院党员坚定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通过主题教育活动，医院进
一步加强了党员党性意识，增
强了党员责任感、充分发挥了
党员的先进性，大家纷纷表示
从我做起，从做好本职工作做
起，努力做到服务好、质量好、
医德好、群众满意。 (张学莹)

张店区第二人民医院：

组组织织医医院院党党员员

举举办办无无偿偿献献血血活活动动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卫

计局到张店区第二人民医院督
导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医
院高度重视。

区卫计局领导实地查看了
医院卫生城市的各项情况，对
医院的各项工作做出了肯定，
同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
建议。会后，院领导率领相关职
能科室针对医院的卫生死角、
健康教育宣传栏、宣传屏幕口
号、控烟工作等都做出了严格
的新要求，确保工作无空白，无
遗漏，全面落实。

(张学莹)

张店区第二人民医院：

积积极极迎迎接接国国家家

卫卫生生城城市市复复审审
本报讯 近日，淄博市精

神卫生中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前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淄
博煤矿博物馆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

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干部
逐一参观了淄博煤矿博物馆十
二个展厅，认真倾听每件展品
背后的历史故事，了解展品的
历史价值和意义，感受百年淄
矿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参加
主题党日活动，大家纷纷表示，
未来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
砺前行，为医院健康、美好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郭希)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组组织织主主题题

党党日日活活动动
本报讯 近日，淄博市精

神卫生中心受托组织开展复退
军人巡诊服务活动。

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医疗队
先后对沂源县、博山区、淄川区
的精神残疾复退军人进行各项
身体功能检查及心理健康测评
等医疗服务。

同时，根据患者病情免费
发放药品并指导用药。根据巡
诊情况，掌握患者相关信息，建
立完善优抚对象健康档案，以
确保每位患有精神障碍的复退
军人可获得及时有效治疗。

(郭希)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开开展展复复退退军军人人

巡巡诊诊服服务务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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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为加
强对残疾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发挥学校教育在禁毒宣传中
的社会辐射作用，张店区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了国际禁毒
日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拒
毒防毒的意识。 (田强 于爱爱)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展国际禁毒日教育

为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近日，张店十一中召
开安全教育大会。重视防溺水安
全，不准私自下水游泳；注意交
通安全，不在马路上相互追逐、
嬉闹，不坐无证车辆，上下车要
遵守秩序。 （王新星）

张店十一中：

召开全校安全教育大会

为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感受科技发展的迅速和生活的
美好，近日，朱台镇高阳小学举
办了以“星空”为主题的绘画展。
通过画展，旨在突出对学生的思
维认知和美好心灵的引导，突出
素质教育美育特征。 (杨丽)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举办星空主题绘画展

为普及急诊急救知识，提高
小学生的急救能力，近日，齐都镇
医院为桓公小学师生上了一堂
生动的急救知识技能培训课。医
护人员首先对如何拨打生命热
线120进行了讲解，随后，介绍了
心肺复苏的概念等。 (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急救知识进校园

近日，中埠镇小学开展校外
优秀辅导员课例展示活动，对淄
博市青少年宫帮扶的社团进行
课程的汇报考核工作。本次活动
创新了社团课程的考核方式，特
别邀请淄博市青少年宫的专业
老师担任评委进行考评。 (宋慧)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开展校外辅导员课例展示

在国际禁毒日之际，张店六
中开展“培养良好习惯 远离毒
品侵害”教育活动，旨在让学生
从思想上、行为上都远离毒品，
防微杜渐，从小事做起，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珍爱生
命，健康快乐成长。 (黄友珍)

张店六中：

开展远离毒品侵害教育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为
创建无毒校园，抓好禁毒宣传教
育工作，以今年禁毒日为契机，
铝城一中各班举行了禁毒宣传
教育主题班会活动。以“抵制毒
品、参与禁毒”为主题，向学生宣
传禁毒知识。(周强)

张店区铝城一中：

开展抵制毒品禁毒教育

为参加临淄区中小学生“百
灵”艺术节，凤凰镇召口小学认真
对待，明确工作职责，严明排练纪
律。合唱团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人数，音乐组教师按照参赛
要求，定曲目、选人员，做好排练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顾秋如）

临淄区召口小学：

合唱队训练进行中

为确保研修效果，使学员圆
满完成学习任务，日前，木李镇新
徐小学采取三项措施确保网络
远程研修顺利进行。一是领导重
视，二是优化网络，三是资源共
享。力求每位教师在此次网络远
程研修中学得真知。 (赵孔森)

高青县新徐小学：

确保网络远程研修顺利

近日，皇城二中小学部组织
教师们开展阳光健步走活动，引
导鼓励教职工积极主动健身，享
受快乐生活，以阳光的心态投入
到教育教学中。当天最高气温达
到三十多度，参加本次健步走活
动的教师们步履坚定。（王梅）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举行阳光健步走活动

安全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
提高幼儿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
日前，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
积极利用家长资源，开展安全教
育家长助教活动。 (齐秀云)

增强消防意识 近日，淄
川区消防大队将消防车开进了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为全园师
生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消防
安全教育课。 (马永群)

儿童安全保护教育 近日，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举行了交通安
全教育课。进一步加深对一些交
通法规的理解，珍爱生命，为孩子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吴树平)

毕业季感念师恩 近日，
沂源县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隆
重举行了毕业季“感恩母校，难
忘师恩”主题升旗仪式活动。

(王晗 高红)

“童心向党”歌咏赛 为传
承红色精神，在“七一”党的生日
来临之际，桓台县起凤镇起凤小
学举行了“传承红色基因·七一
童心向党”歌咏比赛。 (王会)

文艺汇演活动 为丰富校
园文化艺术生活，推进学校艺
术教育特色发展，近日，沂源四
中举行“留住童年 快乐成长”
文艺汇演。（翟乃文 刘士春）

参选向日葵宣讲团成员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学
生，参加向日葵宣讲团成员预选
赛。宣讲该校王增成老师见义勇
为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王均升)

铁路安全知识教育 近日，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邀请济
南铁路公安处沂源站派出所民
警到校开展了“知路爱路护路”铁
路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张云霞)

为全面加强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遵守交通法规意识，维
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促
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近
日，花沟镇龙桑小学组织开展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主题队
会活动。 (田家礼)

高青县龙桑小学：

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为确保师生人身和学校财
产安全，近日，张店二中多措施
做好期末校园安全工作。切实
加强领导，落实安全责任；进行
防溺水教育，杜绝学生溺水事
故的发生；开展校园及校园周
围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

(张继丹)

张店二中：

做好期末校园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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