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攀岩岩锦锦标标赛赛，，菏菏泽泽斩斩获获1122金金
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报菏泽11月28日讯(记
者 李德领) 近日，2018山
东省第十四届攀岩锦标赛暨
第二届全国青运会攀岩项目
选拔赛在德州市成功闭幕。
本次锦标赛共分为4个组别，5
个项目38块金牌，宋江武校攀
岩队代表菏泽市征战，取得
了12金8银15铜的优异成绩，
并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次锦标赛是2018年山
东攀岩比赛的收官之战，包
括国家攀岩集训队(山东)、
国家攀冰队、山东体育学院
附属中学三支专业队伍参
加，比赛竞争十分激烈。

随着攀岩进入奥运会、
青奥会、亚运会、全运会、全

国青运会等重大赛事，攀岩
运动呈井喷式发展，菏泽市
体育局已确定将宋江武校命
名为菏泽市攀岩训练基地，
宋江武校青少年攀岩队成为
山东省首支青少年竞技攀岩
队。

据悉，攀岩由登山运动
衍生而来，具有很强的技巧
性、冒险性，是极限运动中的
一个重要项目，在世界上十
分流行。目前，宋江武校成立
首支青少年攀岩队，能够让
更多的人了解到攀岩运动，
让学生走出宿舍，锻炼身体，
培养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以
后的生活、学习、工作都有积
极的促进意义。

本报菏泽11月28日讯
(记者 王雅楠 通讯员 赵忠
宇) 27日，菏泽高新区召开路
长制暨路域环境整治工作推进
会。28日，菏泽高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杨东波先后到万福办事
处、马岭岗镇，现场调度黄河路
和G220国道高新区段裸露土地
治理和路长制工作开展情况。

在万福办事处，杨东波一
行徒步查看了黄河路(昆明路
至杨营路段)裸露土地治理工
作，现场排查问题5大类10余
项。在马岭岗镇，杨东波实地查
看G220国道两侧道路绿化、路
肩建设等情况。

据了解，自“路长制”开展
以来，高新区共拆除钢架大棚

1000余平方米，违法建设50处、
7800平方米，流转土地13179
亩。开展道路路肩绿化工作，完
成路肩绿化7万余平方米。清理
各类占压行车道的市场、经营
摊点，迁移马路市场2处，累计
清理流动摊点6000余个，店外
经营3600余次，拆除各类户外
违章广告350余处。

同时，预计2018年12月底
前，高新区将实现全区道路机
械化低尘清扫，对建筑控制区
内的柴草堆、垃圾堆和其他堆
积物进行彻底清理；处理噪声
污染源、粉生污染源、恶臭气味
污染源；拆除公路建筑控制区
范围(高速公路不少于30米，国
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

米，县道不少于10米)内的违法
建设、违章搭建和废弃的建筑
物、地面构筑物和桥下违法建
筑等。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杨东
波表示，实施路长制工作，是推
进生态菏泽建设、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的重要举措，既是一
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
重大的民生工程。“各部门要统
筹协调，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和
道路绿化工程，拆除公路建筑
控制区内的违章建筑，同时对
马路市场进行整治；做好道路
扬尘的治理防控、监测，创新保
洁办法，强化保障措施。增强交
通秩序整治，加强道路执法，完
善交通设施建设。”杨东波说。

菏泽高新区发力裸露土地治理和路长制工作

实实地地查查看看咋咋治治理理，，现现场场排排查查找找问问题题

本报菏泽11月28日讯(记者
周千清) “先生您好，我是

医生，现在为您急救。”28日上
午，菏泽市120急救指挥中心院
前急救实战拉练活动在市120
急救指挥中心楼前广场拉开帷
幕。菏泽市直城区9家联网急救
站参加了实战拉练活动。

“这次实战拉练，我们没有
提前通知，都是临时通知，看急
救车多久能到。”菏泽市120急
救指挥中心主任张之轩说。据
悉，此次实战拉练，菏泽市疾控
中心、市直城区9家联网急救站
参加，市120急救指挥中心采取
事先不打招呼的方式，模拟急
救现场报警呼救、接警出动、指
挥调度、现场抢救的形式对急
救站的设备配置、人员管理、统
一标识、接警出动、现场救治、
网络维护和突发事件应对等内
容进行考核，考核组由菏泽市
院前急救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组
成。

此次实战拉练，由120急
救指挥中心直接发送派车单，
待院前急救人员出诊离开医
院并与报警人联系时，才告知
实际拉练地点，待急救车到达
指定模拟急救现场，急救人员
按照现场设置的病人情况，立

即展开心肺复苏、右前臂及头
部外伤包扎现场抢救，现场书
写病历，并进行急救知识笔试
考试。

同时，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抽调专人检查急救车上设备和
药品配备情况、统一标识等项
目，并现场打分。整个拉练过程
配合协调、程序严密，模拟现场
全部按照实战条件和要求进
行。

“本次实战拉练主要是检

验急救车辆实际配置情况、出
车速度、急救人员快速反应情
况、急救人员现场处置的实战
能力。”张之轩说，通过此次拉
练，进一步细化了院前急救的
规范化管理，检验了120规范处
警、快速反应、现场处置的实战
能力，提高了医务人员之间的
院外协调作战技能，进一步提
升了菏泽市院前急救整体装备
水平、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技
能。

““不不打打招招呼呼，，临临时时通通知知看看实实战战””
菏泽开展卫生应急实战拉练

BB0033身边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张朋 组版：皇甫海丽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红
红) 11月14日，巨野县农机
局在麒麟镇组织开展了“全
县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现
场会”，县政府副县长曹燕、
农机局局长尚瑞山，县农机
监理站及局机关各科室负责
人、各镇区办农机站站长、部
分农机合作社社长参加了演
练活动。
  上午8时50分，县政府副
县长曹燕宣布“农机事故应
急救援演练”活动启动。9时
20分，整个事故现场处理完
毕，县重特大农机事故应急

处理总指挥张宝民宣布演练
结束；整个演练从事故报案、
出警、到现场救护、隔离、勘
察立足实际、贴近实战，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

县政府副县长曹燕对本
次农机事故应急演练进行点
评，认为这次演练活动准备
充分、行动迅速，演练过程紧
凑严密、组织有序，各部门通
力合作、配合默契，事故现场
处理得当，通过演练活动进
一步提升了农机安全监理部
门应对突发农机事故的快速
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

巨巨野野县县举举办办
农农机机安安全全事事故故应应急急救救援援演演练练活活动动

2018年12月1日，世界艾滋
病日将迎来它的第30周年。今
年的第31届世界艾滋病日的主
题被确定为“知晓自己的HIV
感染状况”。近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就艾滋病检测知识
采访了菏泽市疾控中心相关专
家。

为什么需要检测？

近年来，通过检测并诊断
报告的感染者中，每100个就有
90个以上是经性途径感染。发

生不安全性行为，就有可能感
染艾滋病。

通过检测可以尽早发现自
己是否感染艾滋病，早发现才
可以早治疗，延长生命，提高生
活质量。早检测早发现，才可以
更好采取措施，如使用安全套
和开展抗病毒治疗，既保护自
己免受病毒的进一步侵害，也
保护性伴侣，避免艾滋病进一
步传播。

哪些人需要检测?

有高危性行为史；艾滋病
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与他人
共用针具吸毒者；在非正规医
疗单位拔牙、纹身者(过程中可
能使用了没有严格消毒的器

具)；其他情形：梅毒、淋病、尖
锐湿疣等性病患者；准备结婚
的伴侣建议婚前检测；孕妇建
议在刚发现怀孕时检测；感染
了艾滋病的妈妈生的宝宝。

去哪里检测？

可以去接受检测的地方：
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
门诊(VCT)可以获得免费咨
询和检测服务；各地县级以上
医院均可以提供检测服务；各
地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
基层医疗机构也可以提供检
测服务；开展艾滋病预防的社
会组织小组可提供检测咨询
和转介服务；一些高校设立自
助尿液检测包售卖机，可以自

行购买。
检测机构的名录和地址：

提供初筛检测服务的自愿咨
询检测机构名录和提供确证
检测服务的确证实验室名录
可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官网查询。

检测阳性怎么办？

可以到当地的疾病控制机
构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
心理支持服务。

要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
治疗越早，效果越好。

国家有免费抗病毒治疗药
物，每个地区都有开展抗病毒
治疗的定点医院。

要采取防护措施，保护性
伴侣不被感染，同时告知性伴
接受检测。

不必担心个人患病会被别
人知道，感染者的个人隐私受
法律保护。

检测阴性怎么办？

如果检测阴性，可能在窗
口期内，建议3个月后再次检
测，在此期间不再发生高危行
为，也没有检测到抗体，则可排
除艾滋病感染。

确定检测结果阴性，只能
说明本次高危行为没有造成感
染。要时刻注意保护自己健康，
要坚持每次性行为使用安全
套。

关关于于艾艾滋滋病病检检测测的的这这些些知知识识你你知知道道吗吗？？

本报菏泽11月28日讯(记
者 周千清) 近期，牡丹区
按照省、市部署，综合运用督
导调度、业务指导、示范引
领、培训观摩、约谈督导、执
法检查等方式，全力推进安
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截至目前，全区2家烟花

爆竹企业、15家化工企业、64
家工贸企业、1家危化品运输
企业、1家建筑企业、76家民营
加油站建立了安全生产双重
预防体系，其中省级标杆企
业1家、市级标杆企业5家、区
级标杆企业13家。共排查一级
风险点33处、二级风险点50
处，全部落实了管控措施。

牡牡丹丹区区多多措措并并举举
强强化化安安全全生生产产风风险险管管控控

演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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