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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猪宝宝给母婴市场添了“一把火”

““定定个个合合心心意意的的月月嫂嫂更更难难了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
前夕寄廉语；党纪国法铭记
心，八项规定要牢记。”近日，
乐陵市化楼镇160余名党员干
部收到了由该镇纪委群发的
中秋过节短信。

中秋、国庆将至，化楼镇纪
委抓住“双节”重要时段，通过
下发通知、短信提醒，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做好
节前廉政教育工作，在全镇营
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今年来，该镇纪委
建立了廉政提醒长效机制，坚
持“早提醒、早预防”，在元旦、
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期间
充分发挥微信、手机短信平台
优势，向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发
送廉洁过节短信，提醒他们
牢记中央八项规定，增强廉

洁自律意识。
“实践证明，在节日前夕加

大廉政教育力度，早打招呼早
提醒，给党员干部敲警钟、上
紧弦，能够有效减少公款收送
节礼、大吃大喝、奢侈浪费等

‘节日病’的发生，确保党员干
部过‘廉节’。”该镇纪委书记刘
世兴如是说。

“下一步，镇纪委将重点关
注节日期间我镇党员干部的
作风问题，加大对‘节日腐败’
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举报线索
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从快处
理，切实履行好镇纪委的监督
责任。” (宋希春)

化楼镇纪委>>

“节日短信”促干部过廉节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李榕 见习记者 王金刚)

青少年视力问题一直是
社会的焦点。9月18日，记者
走访德州市青少年视力低
下预防中心和多家眼镜店
了解到，暑期过后青少年视
力下降严重，从开学至今，
不少孩子扎堆配眼镜，近视
群体呈现低龄化。

18日，记者走访德城区
多家眼镜店了解到，每年假
期期间及开学季,前来检查
视力、配眼镜的孩子很多 ,
且孩子们配镜的度数也越
来越高。其中，前来复查和
配镜的青少年占八九成，多

集中在1 0岁至1 8岁之间。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待60
个左右，主要集中在周六周
天。”位于湖滨大道英翔视
光眼科视光部医师董女士
称，此前曾接诊过一个9岁
的小孩，一个暑假的时间，
近视度数上涨近两百度。

“用眼不规律是造成近视度
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据介绍，目前，全国小
学生近视率为49%，初中生
为76%，高中生为84%。“德
州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基本
符合全国近视水平，个别地
方 近 视 率 还 高 于 这 个 水
平。”德州市青少年视力低

下视光部王主任介绍，三年
级之后是青少年近视发病
率的高峰期，近视度数会随
着身体的发育而有所增加。

“现在出现的近视低龄化 ,
除了遗传外,多与孩子日常
的不良用眼环境有关。”

针对近视群体低龄化
的问题,英翔视光眼科视光
部医师董女士建议，养成间
断性用眼的习惯，增加户
外活动的时间，平时注意
读书写字的姿势，同时要
注 意 定 期 进 行 眼 睛 的 复
查。在配镜方面，要进行专
业的检查，区分假性近视
和真性近视等。

开学刚两周孩子扎堆配眼镜

一一个个暑暑假假近近视视涨涨了了近近两两百百度度

本报9月19日讯 (记者
刘潇 贺莹莹 ) 这两年，随
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 ,

“二孩经济”也火爆起来 ,其
中最受追捧的行业非月嫂莫
属。记者了解到，由于明年是
中国农历猪年，为图个好寓
意，不少夫妻计划生个金猪
宝宝，月嫂需求量更是飙升。

2 6岁的小朱今年刚结
婚，如今已经怀孕三个月。

“我结婚的日子和备孕的日
子，都是提前计算好了的，还

好很幸运地怀上了。”小朱告
诉记者，本身金猪的属相与
自己的姓氏非常契合，同时
也是全家共同的心愿。

与小朱的想法一致，小
孟也是年初结婚，作为家中
的独子，传宗接代是必须完
成的一项任务。小孟告诉记
者，结婚以来，他一直与妻子
努力备孕，希望生一个“猪宝
宝”。对于为何如此坚持要生
一个属猪的宝宝，小孟说，金
猪是一个好兆头，是吉祥如

意和福气的代表属相。
9月18日上午，记者在德

州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看到，
前来产检的准妈妈几乎连过
道也挤占了，“今年下半年，
来检查的孕妇数量，比以前
多了很多，很多孕妇希望生
一个金猪宝宝。作为医生，我
们不太建议扎堆，到时各方
面的医疗条件都会受到限
制。”一位负责产检的医生告
诉记者。

受此影响，月嫂市场也

随之紧俏。“明年上半年的月
嫂都订的差不多了，下半年
的月嫂还有个别席位空缺，
不过五星级和金牌月嫂现在
已经订不到了。”18日下午，
在三八路上一家家政中心，
一位顾客正在咨询明年三月
份的月嫂情况，可是没想到
被告知金牌月嫂已经无法预
订了。

“现在，一些准妈妈刚怀
孕，就会开始寻找合心意的
月嫂。”勤奋街的一家家政中

心的负责人说，因为明年会
生育很多猪宝宝，所以月嫂
现在越来越紧俏，订月嫂的
孕妇也越来越多，甚至需要
提前半年以上排队、排号。

“月嫂紧俏身价也水涨
船高，月薪三四千元已很平
常。”刘女士告诉记者，她近
期为找一个合适的月嫂非
常 头 疼 ，现 在 即 使 不 带 任
何星级的月嫂也是三千起，
想遇到一个中意的更是难上
加难。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牟永

来) 19日，记者了解到，德
州市人社局推进“一次办
好”改革，包括异地就医医
保结算在内，共对100项社
保服务事项和经办流程进
行全面梳理和流程再造，共
减少办事环节90个，减少各
类申报材料110项。

9月12日，市民李美娜
来到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医疗保险职工异地转外窗
口，为父亲办理异地安置
人员医保备案手续。李女
士出示了父亲的社保卡
后，仅填写了一张异地安
置(长期驻外)人员医保登
记备案表，工作人员就将
其父亲的信息上传至省内
医保联网结算平台备案。

李女士介绍，她父亲
是德州某厂退休职工，今
年随她迁往济南居住，医
保报销成了老人记挂的大
事。办理备案后，她父亲在
济南实现省内医保联网结
算的医院就医，便可就地

完成医保结算。李女士在3
个窗口完成了办理、咨询
事项仅用了4分钟，她称赞
说：“办事过程快速、高效，
非常舒心。”

目前，异地安置参保
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
续，取消了单位盖章、居住
社区盖章、就医地医院和
医保部门盖章等环节。参
保人或其委托人只需持参
保人社保卡到社保中心窗
口，填完表格即完成备案。

德州市社会保险中
心医保处居民医保办公
室主任于海共介绍，异地
就医包括异地安置人员
异地就医、异地急诊、非
联网医院异地转诊3种情
况，其中非联网医院异地
转诊办理较多。转诊前，
参保人需在当地医院开
具由医保科盖章的转诊
转院备案表，之后持社保
卡到参保地医保处进行
相关信息联网备案。市民
在异地就医，就医医院未
实现联网结算的，需回德

州市社保中心报销。报销
时需提交住院发票、住院
费用明细汇总、住院病例
复印件、转外就医介绍信
加盖住院医保科公章；异
地急诊的需提交急诊证
明记录。目前，异地就医
报销时限由45个工作日
缩短至15个工作日；由于
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社
保导致暂缓报销的，报销
时限由30个工作日缩短
至7个工作日。

据悉，按照“能简则
简”的原则，德州市人社局
积极推进“一次办好”改
革，包括异地就医医保结
算在内，共对100项社保服
务事项和经办流程进行全
面梳理和流程再造，共减
少办事环节90个，减少各
类申报材料110项，工伤医
疗待遇核定支付等8项工
伤待遇报销业务由原来的
20个工作日减少至7个工
作日，用人单位社会保险
参保等58项社保经办业务
实现了即时即办。

德州百项社保业务提效缩时

减少办事环节90个 减少申报材料110项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路

龙帅 通讯员 高忠祥) 9月
18日，记者从德州市人民检察
院获悉，平原县人民检察院办
理的张明、夏祥贵等五人涉嫌
寻衅滋事罪一案，目前，由平
原县人民检察院向平原县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经审查，以被告人张明等

人为纠集者的恶势力，为谋取
不法利益，有组织地多次采取
滋扰、纠缠、聚众造势等手段，
向被害人索取高利贷，其行为
严重破坏了被害人的正常生
活、经营秩序，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平原首起涉恶势力犯罪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本报9月1 9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刘雅倩 )
近日，省发改委下达 2 0 1 8年
度西部经济隆起带和省扶贫
开发重点区域引进急需紧缺
人才支持项目计划，德州市
苷元化高效精制高纯度大豆
异黄酮的研究及应用、环保
用新型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
测装备研制、葡萄糖酸钠全
局调控高效生物制造技术研
究 等 1 4 个 人 才 项 目 名 列 其
中，累计获省 1 3 0 0万元专项
资金扶持。扶持项目、争取
资金额度连续四年位列全省

前三位。
本次人才引进项目，由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委组织
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组织实施，围绕服务和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
点支持《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确定
的“十强”产业，以及具备良
好 发 展 前 景 的 县 域 优 势 特
色产业。项目建成后将为加
强本市企业人才、产业融合
对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助推企业创新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西部隆起带人才项目

获1300万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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