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张鹏 ■组版：皇甫海丽

2020 . 6 . 9 星期二

6330011

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让群众享受更多实在的便利与实惠
菏泽微警正式上线，提供24小时自助式警务掌上服务

本报菏泽6月8日讯 (记者
李德领) 6月5日，随着“菏泽微
警”微警务便民服务平台的正式
上线运行，专门为菏泽老百姓提
供随时办、随手办、随地办的警务
服务时代来了！市民关注“菏泽公
安”公众号后，点击“菏泽微警”即
可。

据了解，菏泽市公安局在近
年来相继对656项行政权力事项
实施“放管服”改革、推出16个无
人智慧警局等便民举措的基础
上，今年又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形势，积极探索“非接触式”

“不见面审批”公安服务新模式，
并通过全面整合数据资源，融合
部门服务事项，建成了菏泽公安

“菏泽微警”便民服务平台。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交通管

理服务、户政服务、出入境服务、
监管服务、查询服务、证明开具、
电子证明信息、警民互动、警务
信息公开以及其他服务等10大
类84个具体服务事项，其中20项
高频热点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
自助、随时、掌上办理，其他服务
事项也全部实现了“一网通办”。
而且，广大市民不用下载，只需

关注“菏泽公安”公众号，经过
“实名认证+人脸识别”成功后，
随时随地就能享受平台服务，有
好的意见建议，动动手指就可直
达局长、直通公安机关，不仅方
便、快捷，也解决了办事过程中
存在的“停车难”、“排队长”、“环
境复杂”等问题，更多的基层警

力也可以从中释放出来，去从事
治安防范、打击犯罪、社区治理
等业务工作，从而更好更全面地
为广大市民服务。

“老百姓的要求与期盼在哪
里，公安工作的宗旨和行动重点
就选择在哪里”。在开发过程中，
为把“菏泽微警”打造成真正为广

大市民解决问题的便民服务平
台，菏泽市公安局经过多方调研，
将开发应用功能瞄准了市民日常
生活，力争让市民享受实实在在
的便利与实惠。该平台开发了电
子证件库，目前上线的有身份证、
驾驶证、行驶证和机动车等电子
信息。这些电子证件信息，在面对

公安检查以及办理公安业务中，
等同于实体证件。推出了线上开
具证明服务，群众可以自行开具
和下载“无犯罪记录证明”“临时
身份证明”“变更姓名证明”“与户
主关系”等四项电子证明。这些电
子证明，统一加盖“菏泽市公安局
电子证明专用章”，与线下窗口办
理的证明事项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拓宽了警民联系渠道。群众有
诉求、意见、建议，或者是举报犯
罪线索，动动手指就可直达公安
机关，非常便捷。除了这些功能
外，平台还有“便捷挪车”“交通出
行信息”“交通违法处理”“微信报
警”等等。如果广大市民朋友们在
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好的意见建
议，可以通过平台直接进行反馈，
公安机关将及时吸纳、及时改进。

下一步，菏泽市公安局还将
整合更多服务资源，进一步丰富
平台功能，加强深度应用，不断提
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当好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市经济发展
的参与者、实践者、服务者、守护
者，努力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2020年6月14日是第十七个
世界献血者日，为向菏泽无偿献
血人士，尤其是疫情期间献血的
英雄致敬，今年的世界献血者日，
菏泽将点亮地标建筑-菏泽大剧
院、菏泽希尔顿大酒店，感谢无偿
献血人士奉献的热血，像黑夜的
暖阳一样，点亮菏泽的上空。同
时，第十七个世界献血者日即将
到来，菏泽13个采血点都开放采
血，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
队伍中，用爱心拯救生命。

第十七个世界献血者日的主
题是“安全血液拯救生命”，口号
为“献血，让世界更健康”，全世界
通过这一特殊的日子感谢那些拯
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自愿无偿献血
者，同时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合格
的经常献血者，无偿献血拯救生
命。

牡丹之城菏泽，从来不缺无
私奉献的人，即便是在2020年新
冠肺炎肆虐的紧张时刻。

新冠肺炎的出现，让菏泽无
偿献血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艰
难。面对困难，菏泽市中心血站一
班人首当其冲，主动作为迎难而
上，依靠各级党委、政府、主管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奋力开
展工作。

由于疫情影响，原来外出就
医的病人不再外出，致使全市临
床用血量短期内猛烈增长。为保
证众多血液病患者、妇产科患者、
创伤患者、急危重症患者的紧急
用血需要，血站体检采血科的工

作人员不畏疫情传染风险，开着
采血车为爱逆行，奔走在城市、乡
镇、农村疫情哨卡点联系、动员群
众无偿献血。

彼时疫情虽未散，但是爱心
却凝聚。得知全市临床抢救用血
出现严重不足，爱心单位和个人
的逆行献血之举，成为冷冬里的
一束暖阳，温暖着脆弱的人。

2020年2月1日，菏泽籍退役
军人自发组织无偿献血；2月2日，
成武青年志愿者协会10人集体献
血；2月3日，郓城县黄安镇罗庄村
50余人无偿献血；2月4日，成武县
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2月5日，菏泽市中医医院72名
党员参与无偿献血……

特殊时期，为了病人的安全，
血站人在奋战，群众在奉献，他们
是不一样的逆行者。正是他们，菏
泽大地谱写出一曲曲朴实的热血
战“疫”之歌。

为了向战疫期间为爱逆行的
热血英雄致敬，第十七个6·14世
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菏泽将点
亮地标建筑--菏泽大剧院、菏泽
希尔顿大酒店建筑灯光，点亮菏
泽夜空，向逆行的热血英雄致敬。

除此之外，菏泽市中心血站
呼吁，第十七个世界献血者日即
将到来，希望大家能伸手献热血，
加入热血英雄的队伍，用爱心为
生命送出一份珍贵的礼物！菏泽
市中心血站各个采血点、献血车
都全部按照国家规范严格消毒，
并时时动态消毒，希望广大社会
群众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到
就近献血车(点)参加无偿献血，
挽救生命。

感谢您，逆行献血！邀请您，捐献热血！
第十七个世界献血者日，邀请您到采血点为生命送份礼物

1、献血后按压针眼，并在捐
血点就地休息15分钟以上，期间
如有感觉身体不适请立即告诉工
作人员，确保无不适后方可离开
献血点。

2、献血后工作人员会为您绑
上止血绷带，绷带保持15-20分钟
后解开，解开后如发现入针位置
渗血，可用食指、中指、无名指三
指并拢紧压针口5-10分钟，直至
止血，覆盖针口的止血贴可于当
晚沐浴后除去。

3、献血后4小时内切勿揉动

针口，不宜用献血侧的手臂提取
重物或用力甩动手臂，以免影响
针口愈合。

4、献血后当天要注意穿刺针
眼处的清洁卫生，洗澡以淋浴为
好。

5、献血后适当多饮水以补
充失去的水份，维持正常的饮
食即可。适当吃些瘦肉、鸡蛋、
猪肝、豆制品等含蛋白质较高
的食品，也要吃一些白菜、菠
菜、芹菜等新鲜蔬菜。不要暴饮
暴食。

6、24小时内不要剧烈运动，
适当休息，当天不要从事高空作
业、高温作业、体育比赛、通宵娱
乐等活动。个别出现倦怠感觉
者，只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也会
很快消失的。7、献血后若针口附
近有瘀肿现象，是血液渗入皮下
组织所致。可于献血24小时内用
冰袋敷于相应部位15-20分钟，
24小时后可用热毛巾敷于相应
部位促进瘀血消散。瘀青一般于
10-14天左右消散，不会对身体
造成影响。

献血后注意事项：

1、要吃早餐
在献血前一天晚上

及献血当天早上不要空
腹，献血当日早晨应吃些
清淡饮食，如稀饭、面包、
馒头等。因为空腹时身体
内的葡萄糖会相对降低，
以免在献血过程中出现
头晕、心慌、出汗等不良
反应，但也不要饮食过
饱。
2、以素食为主

献血前几日应以吃
素食为主，不要吃高脂
肪、高蛋白的食品，如肉、
鱼、蛋、牛奶、豆制品及油
腻食物，食用较多含脂类
的油腻食品后，大量脂类
物质进入血液，此时的血
统称为脂肪血，脂肪血用
作直接供血是很危险的，

受血者接受这种血液后，
很容易出现寒颤、高热等
输血反应，甚至危及生
命。
3、不要饮酒

献血的前一天晚上
不要吃得过饱，献血的前
两餐不要饮酒，更不能饮
烈性酒。宜吃清淡食品，
不要吃肉、鱼、蛋、牛奶以
及豆制品等食物，以防止
血液浑浊，影响血液质
量。
4、充足睡眠

献血前一天要保证
充足睡眠，保持日常生活
习惯，不宜做长时间的剧
烈运动。
5、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
它有效身份证件。

献血前注意事项：采血点名称 献血预约电话 采血点地址

菏泽市中心血站二楼 5198615 菏泽市中心血站

菏泽市中心血站一楼 5607995 菏泽市中心血站

菏泽茂业百货东停车

场
13853005259

菏泽茂业百货东停车

场

牡丹区东方红大街献

血服务中心
5630006

牡丹区东方红大街献

血服务中心

单县献血室 15726032000
单县中心医院急诊楼

门口

定陶天联超市西邻 13505300120 定陶天联超市西邻

郓城县唐塔广场 18653020090 郓城县唐塔广场

曹县南湖公园 15668225817 曹县南湖公园

鄄城县人民广场 18653020090 鄄城县人民广场

东明县财富大厦对面

小广场
13505300120

东明县财富大厦对面

小广场

巨野县佳合购物广场 13705301698 巨野县佳合购物广场

成武县县委正对府前

街
15265031789

成武县县委正对府前

街

庄寨镇九龙广场 15265031789 庄寨镇九龙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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