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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1日上午，全
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见
义勇为表彰会议在市政大厦召
开。会议对 32 名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进行了表彰，为新成立的市
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
务队进行了授旗。副市长刘吉忠
出席并讲话。

刘吉忠指出，造血干细胞捐
献工作是充分体现“人道、博
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生命
工程”，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
业。多年来，全市红十字会系统
认真做好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
员、血样采集、捐献服务等各项
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截至目

前，全市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
12180人份，累计有860余名志
愿者与白血病患者 HLA 配型成
功，有 38 名志愿者成功捐献了
造血干细胞。

刘吉忠要求，要规范管理，
健全机制，进一步做好志愿服务
工作。要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全面提升志愿服务能力和水平。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责任
意识、团队意识、服务意识，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志愿服务
中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加红十
字志愿服务活动，主动地服务于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社会大
众。 （记者 刘明）

我市表彰32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滕州讯 近日，我市首
家国有企业道德管理委员会——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道德
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据悉，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企
业的道德管理，企业道德事件的
评判，职工家庭争议、邻里纠纷的
协调处理，协助职工家庭办理红
白喜事；负责企业道德模范的评
选，研究困难职工帮扶、社会救助
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企
业里有效落地。

近年来，华电滕州新源热电
有限公司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积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浸润“善国”古风雅
韵，将“善心”对用户、“善举”献社
会、“善爱”待企业、“善行”为国家
的“四善”道德理念纳入企业文化
管理体系，用体贴的服务对待每
一位用户，用央企的担当肩负环
保节能社会责任，用主人翁的意
识爱企爱家，用奉献绿色光热的
企业使命回报国家，以此为企业
职工树立“主心骨”、提升“精气
神”，打造出具有企业特色的道德
文化样本。 （记者 李明 通
讯员 秦存峰）

我市首家国企道德管理委员会成立

本报市中讯 近期，市中区
在区域内重点企业及大型场所设
立安监站，实行驻企安全监督员
制度，进一步督促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切实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真正做到安全监管工作关口前
移、重心下移。

该区在区安监局设立区驻企
安监站管理办公室，由区安监局
负责安监站的日常管理工作。驻
企安监站工作人员由区安监局负
责派驻和聘用，人员工资和工作
经费由区财政承担。各安监站派
驻工作人员 3 人，设站长 1 人，

实行“一站、二员、三查、四报
告”制度。“一站”为驻企安监
站；“二员”为安全生产巡查
员、行业主管部门执法人员履职
监督员；“三查”为查安全生产
隐患、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是否
到岗、查企业安全生产措施是否
严格执行到位；“四报告”为报
告事故情况、报告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报告行业监管部门履
职情况、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

（记者 刘然 通讯员 褚
洪波 刘婷）

市中在重点企业设立驻企安监站

本报台儿庄讯 近日，台儿庄区法
律援助中心出台一系列举措，切实维护
留守儿童合法权益。

台儿庄区法律援助中心充分利用服
务窗口资源优势，建立“绿色通道”，对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留守儿童一律提供法
律援助。进一步简化留守儿童申请法律
援助的程序，对因人身损害、医疗事故、
产品质量事故索赔及追索抚养费等事由
申请法律援助的，免于审查其经济困难
和条件。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
所、镇街法律服务所等地开展宣传活动，
宣传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程序等内
容，方便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申请和获
得法律援助。开展纠纷排查，及时化解
涉及留守儿童的权益纠纷，及时组织人
员进行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此外，台儿庄区法律援助中心定期
开展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评查，对疑
难复杂、影响较大的留守儿童法律援助
案件，及时组织区内律师团队集体研讨
论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的社会援助制度，引导农村留守儿童正
确面对现实生活环境，形成积极的学习、
生活态度和优良的心理品质。（记者 岳
娜 通讯员 于飞虎）

台儿庄全力维护
留守儿童合法权益

9月6日，台儿庄区张山子中心小学开设皮影技艺课，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南山花皮影戏传承
人陈守科现场表演鲁南皮影戏，激发学生学习民间传统文化的热情。 （高启民 武山 摄）

皮影戏进校园

本报薛城讯 今年以来，
薛城区在招引高端业态上重
磅出击，不断推进传统旅游和
服务业提质增效、新兴旅游和
服务业高端聚集。上半年，该
区完成三产投资78.1亿元，同
比 增 长 12.8% ，投 资 占 比
59%；新引进品牌名店 122
家，总数达 582 家；新开办电
商业户 140 家，总数达 1200
家，有力推动了旅游和服务业
向高端高质化方向发展。

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厚
植产业发展新动能。该区积
极推进天穹影视文化基地项
目和银座商城鲁南旗舰店项
目建设，千方百计加快设备
安装、内外部装修、品牌业
态招引等工作。服务党性教
育基地建设，立足“一园两
馆三地”项目，做好项目策
划规划、设计布展及相关史
料挖掘整理工作，进一步擦
亮铁道游击队故乡这一品

牌，为打造全国一流党性教
育基地贡献旅服力量。

服务大企业运营，培育龙
头促发展。该区优选30家重
点服务业企业、15 个成长型
服务业企业、5个服务业招商
平台，明确帮包领导、责任科
室，并聘请国内外有关方面顶
尖专家，深入企业，深入现场，
开展好实地调查研究和精准
帮扶活动。加强与重点服务
业企业点对点的沟通联系，一

企一策，定向发力，有针对性
地解决企业实际难题，引导企
业更好地找差距、补短板、增
效益，不断提高旅游和服务业
的贡献度。

盘活现有资源，做好项
目业态集聚。该区整合闲置
的土地、厂房资源和楼宇空
间，做好业态策划和项目包
装设计，继续开展好企业招
商、楼宇招商、业态招商工
作。服务好碧桂园、红星美

凯龙、医养中心、圣土山低
空飞行营地、红色旅游风情
小镇、辣子鸡特色小镇、奚
仲车文化产业园等项目的前
期筹备和业态招引工作，厚
植创新因子，撬动人力、资
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
素活力迸发，推进旅游和服
务业项目创新发展、集群发
展，确保城市经济活跃度、
首位度显著提升。（记者 姜
爱民 通讯员 曹芳）

薛城力推旅游和服务业迈向高质化

本报山亭讯 为保障消费者
用药用械安全，今年以来，山亭区
食药监局进一步规范药械市场秩
序，强化药品标准监管，巩固药品
GMP、GSP 认证成果，突出抓好
药品流通领域集中整治，营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

建立健全药品经营企业和使
用单位基础信息档案，推进“企
业是药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
监管机制，与辖区所有药品经营
企业和医疗机构签订了诚信经营
承诺书，并全部建立了诚信档
案。深入开展药械综合治理，加
大对中药材、中药饮片监管力
度，每季度对中药材、中药饮片
进行检查，重点查处购进渠道、
包装标识、是否掺杂掺假等，确
保中药材、中药饮片安全。开展
药械流通领域违法经营活动集中
整治，督导药品零售企业进行风

险排查，针对存在问题责令整
改。

为加强药械监管，山亭区食
药监局指定专人负责药械不良反
应监测和报表上报工作，并要求
全区药械经营使用单位设立专人
负责本单位药械不良反应监测工
作，做到药械不良反应监测网络
在全区范围内全覆盖。同时，以
打击中药、化学药品违法生产行
为等为重点，深挖带有区域性、
系统性特点和“潜规则”性质的
药械安全隐患，集中整治药品领
域违法经营活动，开展了无菌和
植入性医疗器械、药品使用环
节、药品流通领域专项整治、农
村和城乡结合部药品质量安全等
专项整治行动 12 次，出动执法
人员 796 人次，查处药械违法案
件 24 起。（记者 梁鸿雁 通讯
员 李娜）

山亭严监管抓整治保用药用械安全

（上接A1版） 建立月调度制
度，公、检、法、司四家每
月定期比对矫正人员底数，
共享矫正人员信息，严防社
区服刑人员脱管失控。建立
社区矫正人员信息档案，详
细记录每名社区矫正人员的
基本情况、犯罪性质、刑罚
种类、教育矫治、奖惩考核
等情况，形成个性化教育改
造管理资料库，对社区服刑
人员实施动态评估、分级管
理，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和
行为表现。成立山亭区社区
矫正执法大队，每季度联合
各镇街司法所逐一对服刑人
员走访摸排，通过交流谈
心，全面了解服刑人员的家
庭、生活、工作情况及思想
动态，及时更新原始信息，
健全社区矫正人员工作档
案，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今年上半年，到监所接
受矫正人员 74 人，实行见
面摸底排查 3 次，给予警告
4 人，撤销缓刑 1 人。

分类帮扶让矫正对象
“立”起来

“要不是咱矫正中心和
帮扶小组领导帮我联系沟
通，我也学不了这项汽车修
理技术。如今我已娶妻生
子，生活得很幸福。”小李
在 2013 年 3 月因实施抢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 四 年 ， 并 处 罚 金 35000
元。实施矫正后，帮扶小组
认为小李高中毕业，有文
化，头脑灵活，上进心强，
但家庭较为贫困，就联系一
家汽车修理企业让他学习修
理技术。学成后小李自己开
了一家小型修理厂，由于技
术好、服务优，生意很红
火。

分类帮扶是山亭区在教
育、监管的基础上，促进矫
正对象自强自立的有效举
措。成立以社区矫正官、村
居司法行政协理员、社会工
作者、村居两委成员和群众
代表、矫正对象近亲属等为
主的帮扶小组，开展了社区
服刑人员“志愿结对、帮困
解难、共享阳光”为主题的
社区矫正“一对一”爱心结

对帮扶活动。
帮扶小组根据社区矫正

人员不同的特长、技能、年
龄和身体状况，制作了“社
区服刑人员联系卡”，有针
对性地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和
教育。对年富力强，有一技
之长的，积极协调人社部门
提供优惠政策、就业岗位，
妥善安置工作；对存在生活
困难的家庭，积极协调民政
部门办理低保；对于部分家
庭贫困、无家可归、无业可
就、无亲可投的“三无”人
员，区司法局通过动员社会
力量或协调有关部门对他们
给予一定的社会适应性帮
扶，使他们安心改造，不会
因家庭贫困、生活无着落而
又重新违法犯罪。

截至目前，帮扶小组先
后为 176 名矫正人员找到了
工作；为桑村镇智力残疾的
邓某等 12 人落实了最低生
活保障；通过协调民政部门
将西集镇刘某某等 5 人的住
房列入了危房改造计划；为
冯卯镇因患脉管炎做了截肢

手术生活陷入困境的李某
某，发起了爱心捐助倡议，
募集善款 5625 元，解了燃
眉之急。

风险评估让矫正对象
“好”起来

“ 经 过 四 年 的 教 育 帮
扶，张某某思想有了很大的
转变，决定痛改前非，重新
做人。如今还参加了义工协
会，积极帮助社会上更需帮
助的人。经过中心再风险评
估，决定可以解矫。”7 月 9
日，随着山亭司法局矫正中
心张警官的一声宣布，张某
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山亭区将风险评估引入
矫正工作中来，建立了入矫
评估和解矫再犯风险评估制
度。入矫评估即以个别谈
话、家庭走访等形式，对每
个矫正对象个人、家庭、生
活、就业、社会关系、违
法犯罪史、认罪悔罪态度
及服刑表现、生活态度和
政治倾向等情况进行全面
掌握，并提出针对性的矫
正 意 见 ， 实现科学分类管

理。解矫再犯危险评估，是
对整个矫正期内的矫正效果
和质量进行总体、全面的分
析和评价，考察社区服刑人
员人身危险性是否有明显
减弱，并对没有改造好的
重 点 对 象 进 行 严 格 管 控 ，
对一般刑满释放人员进行
分级安置帮教，实现预防
重新犯罪的目的和罪犯再社
会化的改造要求。截至目
前，全区共对 260 余名矫正
对象进行了评估，3 人被评
为重点管控对象，在安置帮
教环节给予重点关注。

为切实做好社区矫正工
作，筑牢社会维稳基础，山
亭区建立了区镇村三级矫正
工作组织，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辐射到点、责任
到人的工作网络。把社区矫
正人员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各
级财政预算，建立了社区矫
正人均经费动态保障机制，
为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法制
化、精细化、规范化、科学
化，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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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甲状腺外科 预约电话：3211820（护士站）

顾禾 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两腺外科主任 、山东大学副教授、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教授
专业擅长：疑难甲状腺疾病的手术治疗，乳腺癌的早期

诊断及个体化综合治疗（手术、放、化疗、内分泌治疗）。

神经内科 预约电话：13563237382（张主任）

段瑞生 主任医师

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神经内科副

主任、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临床神经科学专业博士

及博士后

专业擅长：各种头疼、眩晕、痴呆、脑血管疾病的诊

治，尤其是重症肌无力、格林-巴利综合症、多发性硬化等
神经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儿科 预约电话：13581118289（徐主任）

王凯 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小儿呼吸循环科主任、山东大学教授
专业擅长：儿科先天性心脏病、川崎病、风湿热、心肌

炎、心力衰竭及心律失常、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喘憋性
肺炎等有深入研究。

肛肠科 预约电话：18263726538（冯主任）

崔萌 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三科主任、省肛肠病医院副院长
专业擅长：复杂性肛瘘、混合痔、肛裂及各类肛肠疾病

的诊断及微创治疗。

肝胆外科 预约电话：3211820（护士站）

徐宗珍 副主任医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胆外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擅长胆囊结石、肝胆管结石、胆总管结石、

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肝血管瘤、重症胰腺炎等疾病的诊
断、手术及综合治疗。

骨科 预约电话：3211817（护士站）

陈猛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脊柱外三科副主任
专业擅长：擅长颈腰椎退变性疾病，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凸畸形，脊柱后凸畸形，脊柱及椎管内肿瘤，脊柱骨折及
脊髓损伤的诊治工作。

肝病科 预约电话：3076357（护士站）

魏红山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地坛医院肝病专家
专业擅长：乙肝、丙肝等各种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自

身免疫性肝病、胆汁淤积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肝纤维化、
肝硬化、肝癌的早期诊断、肝病患者婚育问题咨询等。

市中区人民医院特邀国内知名肝病专家及
省千佛山医院专家团近期来院坐诊

市中区人民医院特邀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专家团（乳腺/甲状腺外科、神经内科、儿科、肛
肠科、肝胆外科、骨科）于9月16日来院坐诊、手术，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地坛医院肝病专
家魏红山教授于9月18日、19日来院坐诊，请有需求的患者提前电话预约。

预约电话：3211815 3211800

七、小儿发热中医儿科为您支招
1.穴位贴敷疗法。枣庄妇幼中医儿科自制

纯中药退热贴，贴敷双涌泉，每日 3 次，每次
4-6h。可通过穴位与贴敷药物的双重作用达到
清热解毒、引火下行、降低体温之效。相比普
通物理降温贴，更有治疗之效，患儿避免打针
吃药之苦，不伤白细胞，安全无副作用。疗效
确切。

2.小儿推拿治疗小儿发热。
(1)常规推拿手法
①开天门：两眉中间至前发际成一直线。

开天门50次，用双手拇指横纹自小儿眉心交替
向上推至前发际边缘。

②推坎宫：从眉毛内侧端到眉毛外侧端，
呈一条直线。推坎宫 50 次，用双手拇指螺纹
面，自小儿眉心沿眉毛向两旁眉毛直推。

③揉太阳：眉梢后凹陷中。揉太阳50次，
用拇指或中指指端按揉眉梢后太阳穴处。

④清肝经：食指末端横纹面。清肝经 100
次，用拇指螺纹面着力，自小儿食指端推向指
节处。

⑤清肺经：无名指末端横纹面。清肺经
100 次，用拇指螺纹面着力，自小儿无名指端
推向指节处。

⑥清天河水：前臂正中，自总筋到洪池。
清天河水300次，用拇指螺纹面或食指中指螺
纹面着力，自小儿腕横纹推向肘横纹.

（2）对症治疗
小儿有明显怕冷，但不汗出：
①推三关：前臂桡侧，阳池至曲池连成一

条直线。推三关300次，用拇指螺纹面或食中
指螺纹面着力，自小儿腕横纹桡侧端沿着前臂
推向肘横纹外侧端。

②揉二扇门：掌背，食指与中指，中指与
无名指指根交接处。揉二扇门50次，用食、中
指或两手拇指螺纹面按揉掌背食指与中指，以
及中指与无名指根交接处。

小儿舌红咽痛，高热不退：

①退六腑：前臂尺侧，阴池至肘成一条直
线。推六腑300次，用拇指螺纹面或食中指螺
纹面着力，自小儿肘横纹内侧端沿前臂推向腕横
纹。

中医儿科医生温馨提示
1.如果爸爸妈妈对孩子发热没有把握，或辨

证不准确，可以请咱科小儿推拿医生帮宝宝推
拿，我们提供优质、安全、专业、规范的推拿服务，
更有专家亲诊，让宝宝放心享受中医绿色疗法。

2.如果爸爸妈妈不能明确宝宝发热原因，请
来医院让医生帮您诊断。

3.中药汤剂针对宝宝发热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

4.如果宝宝有惊厥史，爸爸妈妈不能掉以轻
心，除提前给予小儿牛黄清心散、布洛芬等药物
治疗外，更应早到医院就诊。

八、这些迹象很危险，应该马上带孩子去医
院

1.无休止的哭闹已达几小时；
2.极度兴奋；
3.极度无力，甚至拒绝活动，包括爬、行、走

路等；
4.出现皮疹或紫色的针尖大小的出血点或

瘀斑；
5.小婴儿的前囟向隆突起；
6.颈部发硬；
7.剧烈头痛；
8.下肢运动障碍，比如瘸腿；运动时疼痛等；
9.明显呼吸困难；
10.排尿很少，而且口腔干燥，哭时眼泪少。
11.持续腹泻或呕吐。
12.惊厥。

为您支招小儿发热！（三）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