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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洸河街道5处新增母婴室均已开放

温温馨馨““十十平平方方””，，哺哺乳乳不不尴尴尬尬

济宁高新区小学一年级招生现场审验开始

1100分分钟钟完完成成审审验验，，现现场场出出积积分分

本报济宁8月8日讯(记
者 王博文) 日前，济宁高
新区黄屯街道全面开展雨
季安全检查工作。通过强化
组织领导，加大巡查力度，
强化应急值守，强化物质配
备等措施，确保安全度过雨
季。

强化组织领导。召开专
题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应急
预案，成立应急工作组，明
确责任分工，打好工作提前
量，切实做好防汛工作。

加大巡查力度。对线路
安全、车库及储藏室防水等
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对私拉
电线及时清除，消除安全隐

患；对社区道路的下水道、
排水沟进行检查清理，防止
强降雨形成内涝；加强河道
巡查力度，及时清除河道杂
草、垃圾，避免河道堵塞引
起河水倒灌。

强化应急值守。各社
区、村、园区各企业安排专
人2 4小时值班，每两小时
巡查一遍，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强化物质配备。街道
配备有铲车1台，挖掘机3
台，发电机1台，排灌设备
1 5 0 个 ，编 织 袋 、麻 袋 等
3000余个以及其他照明、
防雨物资等，确保防汛物
资有保障。

文/图 本报记者 孔茜

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在辖区内的商业中心、医院、社区等人员密集地增设了5处室内母婴室，
并于7月1日起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其室内配备的婴儿尿布台、洗手台、婴儿床、哺乳座椅等设备，着
实解决了不少新手妈妈外出哺乳的尴尬。

本报济宁8月8日讯(记者
张慧) 7日，济宁高新区小

学一年级招生现场审验开始。
作为高新区进城务工随迁入
学子女唯一的现场审验地点，
在济宁学院附小科苑校区门
口，一大早前来办理现场审
验。

当日上午，济宁学院附
小科苑校区门口的家长们正
在耐心等待着。时间一到，准
备已久的家长们便开始有序
进入校园，进行现场审验。纳
税情况、参保、职业专业技术
职称……各类窗口依次排
开，家长们带着准备好的材
料依次进行材料的提交审
核。审核窗口后，工作人员正
紧张有序地进行各项资料的
审核、录入。

“我今天一早就过来了，
就为了尽快审核尽早安心。”
刚完成现场审验并确认积分
的市民郝丹丹说，整个审验流
程十分流畅，将材料按规定准
备齐全后，没想到10分钟就完
成了审验。“积分结果现场就
出来了，孩子在高新区上学基
本没问题。”郝丹丹说。

“今年报名第一天，现场
审验人数已经到了1100余人，
我们预计最后的报名人数应
该在1200-1300人左右。”济宁
高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教育
工作处工作人员陈艳介绍，为
提高审验效率、减少家长等待
的时间，社会事业发展局共抽
调了30人参加本次现场审验，
并组织相关部门通过做好岗
前培训，通过提前在网站、微
信等媒体平台发布政策信息

等方式，帮助学生家长提前了
解所需资料，保证现场审核工
作顺利完成。

高新区进城务工随迁入
学子女现场审验时间为8月7
日至8月10日，在济宁学院附
小科苑校区进行。8月13日至8
月15日，以街道为学区对所有
确认积分的进城务工随迁子

女入学分值及排序情况进行
公示，公示期3天。公示期内，
如对积分有异议，随迁子女父
母可提出复核申请；复核积分
过程中，不再接受补充资料。8
月16日，根据招生计划核定接
受随迁子女入学的公办小学
及其学位数，确定随迁子女积
分入学资格线并公布。

葛相关链接

招招生生现现场场审审核核首首日日

家家长长候候验验秩秩序序井井然然
8月7日是济宁高新区小

学一年级招生现场审核首
日。当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
济宁高新区第二小学，看到
有不少家长在校门口领取报
名序号，准备进入学校进行
招生现场审核。

记者注意到，高新区第
二小学将现场审核时间分成
了上午8:30——— 11:30，下午2:
00——— 5:00两个时间段进行，
提前向家长发放报名序号，
并设置一间准备室供家长等
候，整个审核现场井然有

序。
“现场审核比我预期

要快很多，整个流程简单
有序，只要材料准备齐全，
两三分钟就能审核完成。”
前来给孩子报名的周女士
表示，此前，学校已将招生
通知书张贴在了校门外，
需要准备的材料都标注得
很详细，为家长准备材料
省 去 了 很 多 不 必 要 的 麻
烦。

“今年我们提前做好了
准备，通过微信推送、张贴
通知等形式，将现场审验
注 意 事 项 提 前 告 知 给 家

长，让家长及学校审验都
省心不少。”学校招生小组
工作人员单发秀表示，相
比往年，今年学校还增设
了审验窗口及工作人员，
这也使得现场审验效率大
大提高。

据了解，高新区户籍适
龄儿童现场审验时间为8月7
日至8月9日三天，完成网上
报名后，需携带入学条件规
定的各种证件原件、复印件
及子女到网上申报学校进
行现场审核确认，确认完成
后，等待入学通知。

本报记者 王博文

黄黄屯屯开开展展雨雨季季安安全全检检查查

多多措措确确保保安安全全度度过过汛汛期期

室内有了母婴室
妈妈哺乳不犯难

一直遵循母乳喂养的二
胎宝妈李女士，每隔三四个小
时便会喂奶一次。但每每回想
寻找“哺乳地”的经历，着实让

她颇为头痛。杂物间、厕所、商
场角落、私家车都曾是她的无
奈之选。而一次次在室外哺
乳，用衣服遮挡的经历着实令
她十分堵心。7日上午，陪同大
女儿前来洸河街道预防接种
门诊的李女士，第一次感受到
了母婴室哺乳的舒心和暖心。

“这个母婴室太有用了，
不 仅 喂 奶 方 便 ，环 境 还 干
净。”刚为孩子喂完奶的李女
士不禁面露喜色，连连称赞。
在李女士的指引下，记者随
即前往母婴室一探究竟。只
见位于门诊室内东侧约10平
方米的房间内，婴儿尿布台、

婴儿床、哺乳游戏座椅、洗手
台依次摆放，干净整洁，可满
足不同哺乳期妈妈的需求。
例如，不足月的婴儿身体较
为柔弱，适合温水擦身，所以
在洗手台出水方面，则采用
冷热分离及温度调节等方
式，哺乳期妈妈仅需根据孩
子需求，自行调节。

而为了保障设备使用安
全，每日下午，门诊医护人员
还会对其进行统一设备消毒，
便于第二日正常使用。“现在
每日母婴室的使用率较高，有
时我们还会多摆放几个椅子
备用。”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
预防接种门诊主任丁元春说，
由于接种门诊自身特征，前来
的孕期及哺乳期女性较多，自
从母婴室对外开放以来，备受
市民喜爱，其较为完备的设施
在解决市民个性化需求的同
时，又充分保护了女性的个人
隐私。

辖区人员密集区
增设5处母婴室

“经过选址、招投标、施工
等环节，7月1日5处母婴室已
全面对外开放。”济宁高新区
洸河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主

任王惠称，母婴室作为高新区
为民办实事项目工程之一，其
服务对象主要为孕期、哺乳期
及婴幼儿，其选址以该群体需
求为导向，以便民利民为目
的。目前，辖区内共增设了5处
母婴室，分别位于洸河新苑志
愿者服务站、佳世客二楼、洸
河街道预防接种门诊、西闸社
区及洸河街道办事处为民服
务大厅。

谈及母婴室选址依据，王
惠则称地址选择主要选在经
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
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
1万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
医院、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
公共场所。通过设立10平方米
的独立母婴室，配备基本设
施，解决市民个性化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在洸河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设一处
母婴室。”王惠介绍，为更好
地提升为民服务质量，增强
居民生活幸福感。除增设母
婴室外，还将在辖区打造健
康驿站，在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成员或健康驿站配备的具
有执业资格(助理)医师或护
士的指导下，为居民开展自
助检测，并提供或发送自助
检测结果。

母婴室内设施齐全且环境温馨。

招生现场审验现场。 本报记者 张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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