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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鲁鲁福福彩彩助助残残””帮帮他他扔扔掉掉拐拐杖杖
2018年超4亿福彩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公益事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通讯员 王昆 赵传伟

7月27日上午，由山东大学齐鲁
儿童医院、齐鲁儿童医疗集团主办
的“2019齐鲁儿童医学发展论坛”在
山东济南隆重开幕。国内外儿科专
家学者，全国儿童医院、各级妇幼保
健院、综合性医院儿科专业人员、管
理人员等1800余人参加会议。

主论坛上，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教授，
山东大学副校长、齐鲁医学院院长
陈子江教授，山东大学大数据研究
院薛付忠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所佛山分所所长毕利军教授分
别就《儿科现状和未来》《科研创新
与临床转化》《医疗大数据开发与应
用》《系统生物学与转化医学研究》
等题目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内容
涉及政策解读、儿科发展战略、儿科
联盟、儿科医师、学术前沿等多重领
域，为与会全国儿科同仁带来了一
场异彩纷呈的学术盛宴。

据悉，齐鲁儿童医学发展论坛
在2016年由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创立，现已成为全国性重要的儿科
学术交流平台，在国家工商管理总
局注册品牌商标。自2016年首届论
坛成功举办以来，来自全国的儿科
学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踊跃参会，每
届参会人员不低于1500人，讲者既
有来自国内外活跃在儿科学术舞
台上的顶级专家教授，也有在临床
一线具有丰富经验的主任医师，兼
顾学术和技术的提高和发展。论坛
同步在线直播，收听收看人数超过
万人，对国内外儿科界经验交流、基
层儿科医师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本报济南7月29日讯(记
者 陈晓丽 通讯员 徐
昕)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印发《关于2018年度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
函》，公布了《2018年度国家
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名
单》，对表现突出的98个医疗
机构予以表扬。济南市妇幼

保健院榜上有名，又获得一
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据介绍，该函对济南市妇
幼保健院开发应用妊娠风险
筛查评估系统，借助信息化
手段筛查风险因素、辅助评
估分级、主动识别高危孕产
妇取得的成效作典型推介。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年门

诊量120余万人次、年出院
3 . 1万人次、年分娩新生儿
近2万名，分娩量约占市区
的1/3。综合排名在全国11
所副省级三甲妇幼保健院中
位列第五，人均门诊量、住院
量和工作效率都名列前茅。

如今，医院是全国首批
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

地，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国家级出生缺陷
防治人才培训协同基地，国
家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
位。先后被评为全国实施妇
女儿童发展纲要先进集体、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
集体、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
体。

本报泰安7月29日讯
(记者 孔雨童)7月26-28日，
在山东省卫生健康委的指导
下，由山东省癌症中心、省肿
瘤医院、省抗癌协会等主办
的2019年山东省癌症防治与
健康促进大会在泰安举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领
导、省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
泰安市分管领导等出席大
会，来自全省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以
及湖南、湖北等省的癌症中心
及肿瘤防办的工作人员共计
650余人参会。大会全面分析
了国家及山东省癌症防治现
状和变化趋势，系统解读了国
家及山东省防治政策和策略
措施等，为进一步做好全省癌
症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
省癌症中心主任、山东省肿
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教授做了
题为《精准防治 治愈癌症》
为主题的讲座；国家卫生健

康委疾控局慢病处处长吴良
有分享了《国家癌症防控政
策解读及工作展望》；来自美
国的Roger Anderson教授系
统讲述了美国30年来的癌症
防控经验和效果；对于山东
省的癌症防控情况，省卫生
健康委疾控处王燕调研员做
了《山东省癌症防控策略及
措施》的报告；山东省癌症中
心副主任王家林教授以题为

《山东省癌症防控工作任务
与展望》对全省工作进行了
回顾和展望。

“山东和全国一样,正处
在发展中国家癌谱向发达国
家癌谱过渡的阶段，同时具
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癌谱特征。”山东省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秦成勇介绍说，目前
山东省癌症中心已指导全省
16市成立市级癌症中心，建立
了全省肿瘤质控网络，组织
110个县(市、区)开展癌症筛查
和早诊早治工作。山东也已成

为全国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启
动最早、筛查人数最多的省份
之一，项目地区筛查癌种早诊
率达到75%以上。

省癌症中心在此次大会
上启动了为期5年、每年至少
1000人次的"癌症早诊早治
人才培训计划"项目，项目将
以消化道癌早诊早治技术为
重点，通过高层次、多形式的

培训，为各地培养一批“留得
下”“靠得住”的技术人员队
伍。此外，由山东省癌症中
心、省肿瘤医院牵头的"重点
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大数据
科技创新联盟"也公布了首
批联盟成员单位，济南市中
心医院、淄博市第四人民医
院、东营市人民医院等15家
医院成为首批联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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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齐鲁福彩助
残行动8月启动

2018年11月，在日照市社
会福利中心，60多岁的周京权
换上了由省假肢矫形康复中
心制作的假肢，在老伴的搀扶
下，周京权小心翼翼地适应着
用假肢行走。“经过短期适应
训练，很快周大爷就能摆脱拐
杖，独立行走了。”假肢制作技
师说。

听到朋友推荐，41岁的赵
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也来到齐
鲁福彩助残行动的现场，试过新
假肢后，赵女士非常高兴。2009

年的意外，让赵女士永远失去了
自己的左小腿。“当初安假肢花
了9000多元，对我们家里来说
是笔不小的花销。”后来，旧假
肢开始磨腿，赵女士走起路来
感觉很不舒服。“这次免费获得
了新假肢，很舒服，还为我家省
了很大一笔钱。”

据了解，齐鲁福彩助残行
动是省民政厅组织实施的一项
为困难残疾群众免费配置假肢
矫形器等康复辅助器具的助残
惠残工程。2009年，山东省民政
厅下发《关于在全省开展齐鲁福
彩助残行动的通知》，正式启动
齐鲁福彩助残行动。齐鲁福彩助
残行动在全省采取滚动实施的
办法逐步推进，每年遴选2到4个
市循环开展，活动资金由省级
福彩公益金列支。记者获悉，

今年的齐鲁福彩助残行动将
于8月份启动。

自2009年在全省开展以
来，截至2018年，齐鲁福彩助
残行动累计投入省级福彩公
益金7000多万元，9年间共为全
省1 . 3万多个低保家庭的肢体
残疾人免费安装和配置假肢
矫形器等康复辅具1 . 9万多
件，在保障困难残障人群应有
权益、减轻辅具支出负担、提
升生活质量和获得感、融入社
会更加公平更有尊严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彩公益金专项
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今年6月份，山东省民政
厅发布《2018年度福利彩票公

益金使用情况的公告》，2018
年，中央拨付我省福利彩票公
益金16,771万元，省级财政拨
付23,800万元，专项用于社会
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依据福
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的发行宗旨，重点用于为
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
困难群体服务的社会福利项
目和受助对象直接受益的社
会公益项目。

中央福彩公益金项目16,
771万元。其中包括，老年人福
利类项目资金11,565万元，残
疾人福利类项目资金2,472万
元，儿童福利类项目资金1,911
万元，社会公益事业类项目资
金823万元。

省本级福彩公益金项目
23,800万元。其中，2018年安排

15000万元对全省养老机构新
建(扩)建、养老机构运营、城市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
农村幸福院一次性建设及开
办、运营转型奖补、养老服务
人才培养等项目给予资助；安
排临时救助资金6350万元，对
因一些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
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
困难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
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急难型救
助对象和自负教育、医疗等生
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
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
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支
出型救助对象等给予补助。

此外，安排1000万元对临
沂、菏泽等13市的37个财政困
难县(市、区)提升社区服务能
力的农村社区给予补助；安排
650万元对社会福利机构中具
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提
供了手术治疗和康复，对低保
家庭中先心病患儿实施了手
术；2018年资助枣庄、滨州、日
照3市符合条件的855名贫困家
庭肢体残疾人安装假肢矫形
器具1190余件，贫困家庭残疾
人假肢用品项目800万元。

据悉，截至2019年6月，山
东福彩累计销售达1677 . 46亿
元，筹集公益金494 . 13亿元，
为儿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
养老院建设，城乡低保对象和
困难群众救助、爱心助残等社
会福利事业提供了有力资金
支持，为促进社会福利及公益
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济济南南市市妇妇幼幼获获封封““国国家家级级母母婴婴安安全全服服务务单单位位””

28岁时遭遇意外，右侧大腿被迫截肢，
30多年来，日照人周京权靠着一根自制的
十五六斤重的铁拐走路，全家生活重担都
压在老伴身上。2018年11月，“齐鲁福彩助
残行动”走进日照市社会福利中心，周京权
领到了免费的假肢，能摆脱拐杖独立行走
了。

2019年6月，山东省民政厅发布《2018年
度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的公告》，2018
年，中央拨付我省福利彩票公益金16,771万
元，省级财政拨付23,800万元，专项用于社
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为老年
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服务的社
会福利项目和受助对象直接受益的社会公
益项目。

山山东东省省癌癌症症防防治治与与健健康康促促进进大大会会举举行行
启动“癌症早诊早治人才培训计划”，织密癌症“防控网”

22001199齐齐鲁鲁儿儿童童医医学学
发发展展论论坛坛济济南南开开幕幕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癌症中心主任、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大会发言。 通讯员 唐基栋 摄

周京权小心翼翼地适应着用假肢行走。 通讯员 王晨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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