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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讯 5月15日，在马兰屯镇希
望养猪合作社内，49岁的肢体二级残疾人
王宜彬高兴地说：“在区残联的帮助下，现
在俺靠养猪，年收入能达 10 万元。”目
前，在台儿庄区，像王宜彬一样脱贫致富
的残疾人约有50人。

近年来，台儿庄区构建完善残疾人社
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创造性地开展残
疾人康复、扶贫、就业等工作，使残疾人
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持续改善，幸
福指数进一步提升，惠残助残结出了丰硕
成果。

开展康复服务，满足个性需求。自去
年以来，该区全面实施了“贫困精神病患
者免费医疗救助”“0-6岁贫困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项目”等“惠残助残”工程，残
疾人康复服务覆盖面达到 90%。280 名贫
困白内障患者接受免费手术重见光明；

100名精神病患者得到免费服药；25名重
度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治疗。3 名脑瘫儿
童、7名智力残疾儿童、8名孤独症儿童得
到康复训练，有效率达95%以上。为10名
大小腿截肢的残疾人免费安装了假肢；为
2 名听障残疾儿童安装人工耳蜗，为 880
多名儿童进行健康听力检查，查出79名儿
童患有耵聍耳疾；为10名听障残疾人免费
适配助听器。发放手摇三轮车、轮椅409
辆，盲杖、拐杖、坐便器、助视器、助听
器等辅助器具216件。建立了精神残疾人
信息网络，数据库录入约2900多人，服务
率90%。

兜底生活保障，扶贫救助重实效。该
区依托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贫困残
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体系，为3518
名一二级重度残疾人由政府代缴保费参加
居民养老保险，新增98名一二级重度残疾

人提前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帮助7名
残疾人纳入五保户。同时，该区还投入资
金44万元完成了对158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设施改造。通过实施一系列惠残工
程，使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落实扶贫政策，实现精准帮扶。该区
全面落实助残扶贫相关政策，突出抓好贫
困残疾人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工作，逐一
进行信息核实，将1984名符合条件的残疾
人纳入建档立卡范围，以“帮、包、带、
扶”的方式，实施“兜底”脱贫、康复脱
贫、教育脱贫、就 （创） 业与技能培训脱
贫，实现精准救助帮扶。目前，已有1923
名残疾人实现脱贫。走访慰问特困残疾人
家庭460多户，发放慰问金及慰问物品总
计8万余元，走访慰问区聋儿语训学校的8
名听障儿童，并送去每人3000元救助金。

保障教育就业，让帮扶落到实处。该

区落实教育救助项目，救助学龄前特困残
疾儿童8人，发放救助金1.6万元。救助枣
庄二中学生20名，发放助学金2万元，救
助贫困残疾人子女及残疾学生7人。通过
开展省级“百千万残疾人就业创业工程”
活动，成功申报省级创业标兵1人，市级
创业标兵 3 人，市级致富能手 4 人，市级
残疾人扶贫就业基地1个，共发放奖励资
金5万元。为13户从事养殖、种植及个体
加工的残疾人发放贷款利息补贴资金2.05
万元，实际贷款金额合计130万元，为他
们脱贫、增收、致富提供了保障。举办 1
期全市盲人保健按摩培训班，参加培训的
18名盲人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转移安置
残疾人就业30人，辐射带动近百户残疾人
家庭走上了发展种植养殖业、手工业等多
种形式的就业之路。

（贾礼章 代国丽）

完善保障体系 开展精准服务

台儿庄惠残助残结硕果
本报讯 6月10日，枣庄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会

员代表大会，74名会员代表出席。会议选举产生了市硬笔书协
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石云当选为主席。

会议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协会工作总的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以群众性硬笔书法活动为基
础，以培养人才和繁荣文艺创作为方向，以展览、比赛和艺术交
流活动为平台，提高协会的自我运转能力，团结带领硬笔书法爱
好者，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深入生活，服务群众，大胆探索，
继续推进我市硬笔书法事业的发展。

会议还就协会围绕重大节庆纪念日开展各类活动、举办多
种层面的展览、进行多种形式的艺术交流、积极发展会员、重视
作品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的总结、加强协会组织建设等工作提
出了要求。 （本报记者）

市硬笔书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市中区香港街东头石岭路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较差，道路两侧
商户私搭乱建、占道经营，对市容环境和道路交通状况造成了影
响。连日来，市中区城管局对该路段两侧60余家违章搭建房屋、
棚厦进行集中拆除，并对该路段实施全面美化提升，铺设人行
道、粉刷墙壁、统一设计门头广告牌，力争将该路段打造成环境

优美、道路通畅，宜居宜业的城区新亮点。
图①：拆除占道经营棚厦。
图②：工作人员进行喷水降尘处理。
图③：执法人员清理违章搭建房屋。

拆除违章搭建 提升城区环境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王媛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让职工群众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努力
提高矿井效益，实现职工收入保持两位
数增长。”近日，枣矿集团蒋庄煤矿矿
长齐卫东说。对于涉及职工利益的事，
该矿始终高度重视，一揽子惠民政策让
蒋矿人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根据枣矿集团提出的全面取消采掘
区队夜班的目标，蒋庄煤矿于 3 月 11
日推出“三六”或“二七一四”新工作
制，实现了全面取消采煤和掘进夜班生
产，让职工从最薄弱的安全时段解放出
来，对井下一线职工来说是莫大的福
利。

该矿十分关注职工“舌尖”问
题，对职工食堂，实行矿值班领导一
日三餐动态巡查、职工代表巡视制
度。组织人员到附近单位考察学习，
研发新菜式20余种。对生产一线加餐
配餐实行便携式营养搭配，让职工有

“花样”选择。通过优化劳动组织、增
加服务项目、降低饭菜价格、改善就
餐环境等一系列举措，让职工满意度
大幅提升。

该矿建立了工作服采购征询职工
代表意见制度，确保了质量可靠、职
工满意。组织“牵手安全”井下慰问
活动，为连续创高产的综采一区 137
名员工，送去了水壶和手套；组织女
工协管员为基层单位清洗窗帘、枕
巾、被褥。开展退管会“双关爱”志
愿者服务活动。打造了困难职工精准
帮扶“365”品牌。

从取消井下翻班“打连勤”，到取
消采掘夜班生产；从优化各班次点名
时间，到机关部门及部分地面单位实
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从持续发放免费
蔬菜、持续供应免费稀饭，到延长 20
天供暖时间……一项项民心工程，处
处体现了人本情怀，让蒋庄煤矿成为

“有温度企业”，得到职工家属高频率
点赞。 （陈园园）

蒋庄煤矿
倾力打造“有温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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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薛城讯 近日，薛城区为巩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成果，
围绕当前影响市容的突出问题，突出重点，精准发力，以问题为
导向，采取三项措施推进市容整治常态化，打造更有序、更安全、
更干净的城市环境。

加强教育宣传，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该区通过入户宣传等
形式，积极向各门店商户及广大市民群众宣传《山东省城镇容貌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要求自觉遵守市容管理各项规定；劝导
阻止出店经营、乱贴乱画、乱扯乱挂，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
理，共同维护城区市容环境秩序。

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解决周期性波动。该区加大日常巡
查监管力度，对店外经营、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坚决做到严
防死守，坚持露头就打，对不听劝导屡教不改的业户严格执法并进
行证据保全，打消商户周末和节假日可以“松懈”的侥幸心理。

实行动态监管，推进长效保持。该区对占道经营流动摊贩
易反弹的路段，例如广场、公园、菜市场周边等人群量较大的区
域，采取五加二、白加黑方式，坚持错时值班、不间断值勤的办法
持续加强市容环境秩序管理维护。在做好疏导和整治的同时，
实行动态监管，对市民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快速反应，立即整
改到位，确保市容秩序整治保持常态化。

（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张会 邹佳君）

薛城三措施推进市容整治常态化

（上接第一版）周营镇坚持把移风易俗作为推动乡村文明、
深化乡村治理、提高基层党建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横幅、广
播、宣传栏进行广泛宣传，让群众入耳入脑；依托28号党员活动
日、党群议事会，推选红白理事会、商定理事章程、拟定村规民
约、集中学习规定，让党员群众形成共识；制作党员带头移风易
俗的倡议书、承诺书，坚持村“两委”带头执行，全面落实党员带
头作用；强化乡贤助力，村党支部积极引导群众把家族有威望的
人推选入红白理事会，逐步消除陈规陋习，以家风推动村风、以
村风带动民风。

为落实基层党组织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定位，周营镇制定印发
了《关于深入推进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支部
建设提升。按照“宜修则修、宜改则改、宜建则建”的原则，年内
完成5个村阵地装修，10个村阵地改造，15个村阵地修缮，切实
解决有场所议事的问题。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坚持28号
党员活动日、党群议事、干部定期坐班和轮流值班三项制度，抓
好党员的教育管理。为38个村统一制作公开栏，实施村级“三
务”公开统一标准、统一模式、统一形式，每月10号作为公开日，
村级9项党务、13项村务、4项财务定期公开，推动村级工作精
细化、规范化、透明化。 （褚衍永）

本报台儿庄讯 今年以来，台儿庄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以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为抓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为开发区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完善组织机构。开发区党工委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今年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做了相
应完善，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列为领导小组成员，进一步完善了组
织机构，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
好工作格局。

明确责任分工。开发区党工委进一步明确党工委书记是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开发区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做
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经济建设和其它重要工作一起部署、一
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健全了工作机制，严格执行领导
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工委的议事
决策作用，凡是重大事项均由集体讨论决定。截至目前，先后召
开了 8 次党工委会议，科学研究决策开发区建设发展、招商引
资、项目促建、财务、人事等重大事项。

强化督查考核。开发区党工委加强对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
情况的督查，坚持经常性检查与重点督查相结合，从源头上推进
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纳入各局室、
各支部工作目标，年终与业务工作一起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
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之一。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工委会议，听取
各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情况汇报，解决责任落实中
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强化监督检查，对日常工作作风、工作纪
律、干部廉洁等方面检查出的问题，在全体职工会上通报批评并
责令相关人员限期改正。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马照光）

台儿庄经济开发区

夯实廉政建设责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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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就像身体里一个淘气的小家伙，容易脱落游
走，还爱到处和其他疾病拉关系。一旦管理不好，颇为危
险，因为它是全球前三位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心肌梗
死、脑卒中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共同发病机制。

血栓爱堵三条道儿：血栓栓塞性疾病根据发生的部位
及表现主要分为心脏血栓、静脉血栓、动脉血栓三种类型。

1、静脉血栓爱堵“肺”：静脉血栓被称为“沉寂的杀
手”，很多静脉血栓的形成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一旦发生
可能致命。静脉血栓主要爱堵肺，常见疾病是下肢深静脉
血栓导致的肺栓塞。

2、动脉血栓爱堵“心”：动脉血栓十分凶险，当凝固
的血块像塞子一样堵住血管，导致组织器官没有血液供
应，就会导致心肌梗死或脑梗死。动脉血栓最常见出现的

部位是心脏血管，导致冠心病。
3、心脏血栓爱堵“脑”：最容易长心脏血栓的是房颤

患者，房颤患者因为心房正常的收缩运动消失导致心腔内
形成血栓，尤其是当左房栓子脱落之后，最易堵塞脑血
管，引起脑栓塞。

身体有血栓，6个部位会“说话”：
1、讲话不清楚：出现讲话不清楚、流口水、吃饭掉筷

子等症状，可能是一种脑梗病变。多发生在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及糖尿病的中老年人群中。

2、腿或脚肿胀疼痛：如果一侧腿或脚突然肿胀，或者
剧烈头痛，行走时加剧，或者站立时有局部沉重感，要考
虑下肢静脉血栓的可能。这时不要随意走动，抬高患肢，
尽快到血管外科就诊。

3、出现眩晕：忽然出现瞬间头晕，视物模糊，眼前发
黑，甚至是一过性失明，常在几秒或几十秒恢复正常，被
称为单眼一次性黑蒙，通常是大脑供血不足引起视网膜缺
血所致。因发生时间短，易被忽略。

4、手脚乏力：忽然间感觉手脚乏力，一条腿迈不起
来，走路时步态失稳或踏空跌倒；一侧上下肢发麻，甚至
舌头、嘴唇感到麻木。

身体有血栓，6个部位会“说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