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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青北线启用红绿“通行码”，部分车辆高速封路也能走

“绿码”车辆封路后仍可通行
本报淄博6月18日讯 (记者

赵原雪 ) 1 7日，山东高速
交警一支队与山东高速股份
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决定自6
月18日起推出济青北线“通行
码”。该通行码可在济青北线
高速公路全线使用，即G35济
广高速X 0至K2 2C 2 0青银高
速K36至K323，其中途经淄博
市。

为进一步便民、利民，减
小因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采

取的管制措施对群众出行的
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规定，山
东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
察总队一支队、山东高速股份
有限公司决定自明日起，在济
青高速公路推行精准管控“通
行码”系统。

据悉，该通行码在因交通
事故、局部恶劣天气、突发事
件 等 ，造 成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拥
堵、交通中断、不适合继续在

高速公路通行，需要采取关闭
收费站等交通管制措施的情
况下使用。在收费站关闭后，
部分收费站开启“通行码”系
统，驾驶人扫码填写履约信息
后，生成“通行码”。获得“绿
码”车辆，可视情驶入收费站
继续通行，但必须在承诺位置
驶离高速，对未履约驾驶人，
保留追溯权利。获得“红码”车
辆，应立即驶离收费站广场，
重新规划出行路线。

淄博126家医院抱团砍价为患者省钱
耗材实现零加成，最高降幅超过70%

本报淄博6月18日讯(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齐迪) 18日
上午，淄博、青岛、烟台、潍坊、威
海、东营、滨州七市药械采购联
盟医用耗材联合采购淄博市集
中签约仪式举行。据悉，签约仪
式分别于18日、19日两天举行，共
有126家公立医疗机构参与现场

签约仪式，分别与30多家中选耗
材企业进行签约。

上午8时20分，淄博市中心
医院与新华安得医疗完成965800
支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采购
的签约，这是签约仪式现场完成
的首单。据淄博市中心医院采购
方负责人介绍，此次采购与以往

相比价格最低降幅百分之三十
以上，力度空前。在签约仪式现
场，淄博市属及张店区的28家公
立医疗机构与30余家药械供应方
完成签约。另外还有98家公立医
疗机构分别在分会场或通过远
程在线等方式完成签约。

据悉，淄博市率先发起联合六

地市成立药械采购联盟。5月30日，
采购联盟医用耗材联合采购议价，
抱团砍价医用耗材，成为山东范围
该领域“史上规模最大”“砍价超
狠”的一次谈判，本次七市耗材采
购最高降幅超70%，采购的医用耗
材共有吸氧装置、注射器、采血
针、导尿管、导尿包，涉及5大类19

个规格的医用耗材。共吸引10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报名，经审
核最终确定88家企业参与谈判。
而淄博公立医院实现耗材零加
成，医院进价就是销售价，让群
众享受最低价，为患者省钱。此
次联合议价也是山东跨地市药
械招采规模最大的一次。

本报讯 6月16日是全国安
全宣传咨询日，张店区南定小学
与南定镇司法所、南定镇安全监
察部门联合开展了安全宣传咨询
活动。

在下午放学时段，南定小学
教师志愿者与司法所、安监部门
的工作人员向家长及周边村居人
员发放了《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
全防线安全生产月常识》、《消防
安全知识》等宣传材料，并现场与
家长及居民交流。

通过交流，发现家长及居民
的安全意识较高，能积极配合学
校及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

(齐东青)

张店区南定小学开展

“安全生产月”活动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制定出
台了工作标准和补贴方案，全面铺
开贫困户生活品质提升工作。经过
细致摸排，需要开展提升工作的贫
困户达446户，占全镇贫困户总数的
53%，共需硬化庭院道路8900平方米,
计划月底前全部完工。 (唐宁宁)

沂源县：

开展贫困户生活品质提升工作

今年，淄川区在实施扶贫
特惠保险的基础上，探索实施
扶贫动态监测保险，构建“两保
联动”保险扶贫体系，为区内贫
困群众筑牢“保险墙”。

（孙媛)

淄川区：

构建“两保联动”保险扶贫体系

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
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市人大常委会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讲话
精神，成立了6个工作专班，把脱贫
攻坚工作扛在肩上。 (孙媛)

市人大常委会成立

脱贫攻坚工作专班

日前，周村区医院医生护士
来到城北路街道南闫村卫生室，
开展了人人争做第一村医“健康
扶贫千村万户大走访”义诊活动。
本次义诊的主题为“控制哮喘，不
惧新冠”。

(崔雪)

周村区：

开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近年来，张店区对因降低赡养
费缴纳标准、医疗支出较大、疫情影
响收入减少等预估2020年收入达不
到4700元的人群，通过提供公益性岗
位、低保兜底、项目差异化分红“1+1
+1”的模式进行分类施策，确保实现
贫困户稳定脱贫。 (左猛)

张店区：

确保实现贫困户稳定脱贫

为切实提高脱贫攻坚质量，结
合当前部分贫困户就业难，以及部
分贫困户无自理能力，淄川区各镇
办结合美在家庭、城乡环境大整治、
守望相助“1+4”共建洁净庭院文明
实践志愿活动，设立公益岗位，招聘
有爱心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唐琼)

淄川区：

公益岗位激发内生动力

今年以来，临淄区继续将扶贫
与扶志相结合，连续三年，投入资金
1519 . 8万元，全覆盖开展贫困家庭
“八有八达标”标准化改造工程；通
过政府购买家政公司服务模式，为
贫困人口购买众爱长者养护中心的
家政服务。 (韩小丽)

临淄区：

探索解决贫困家庭“脏乱差”

高青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886户8787人，居家环境脏乱差且易
反弹的约有230户，占比4.7%，多数为
独居老年(男性为主)贫困户、五保户
等。对此，高青县探索建立责任、激
励、兜底三项机制，切实改善贫困群
众居住环境。 (王东月)

高青县：

“三项机制”改善居住环境

今年以来，沂源县在全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实施“家庭洁美”工
程，集中对贫困家庭卫生进行“清
底”。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
过每月“家庭洁美”示范户评选活
动，按照名次发放积分兑换券，用于
爱心“扶贫超市”物品兑换。(唐宁宁)

沂源县：

实施“家庭洁美”工程

日前，文昌湖区通过开展贫困
户“洁美家庭”创建评选活动，让贫
困户家家“四板正一干净”。“洁美家
庭”创建每月评选一次，经过考核，
分数达到90分以上的被评为“洁美
家庭”五星级户，80分以上的被评为

“洁美家庭”四星级户。 (张晓晓)

文昌湖区：

开展贫困户“洁美家庭”评选

近年来，桓台县实施“一户一
码”精准标识，为每名贫困户生成专
属二维码，帮扶干部在贫困户家中
只需扫码，即可快速上传走访情况，
系统自动生成走访记录。第三方通
过微信扫码，即可全面查看贫困户
的家庭成员等信息。 (吴丹丹)

桓台县：

创新开发掌上扶贫APP

日前，周村区各单位帮扶干部
到帮包贫困户家中入户走访开展

“大走访、大排查”工作，为贫困户送
去油、面条、水果、床单和洗化用品
等，与贫困户进一步核实住房、用水
等扶贫政策落实情况，通过走访，增
强了帮包干部与贫困户感情。(崔雪)

周村区：

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工作

沂源县扶贫办联合县文明办、
县妇联、县农业局、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对各镇办74个责任区进行督查，
每个责任区每月随机抽选1个村，每
村抽查12户，考核情况每月一排名，
对于月考核成绩前10名的责任区分
别奖励3000元。 (唐宁宁)

沂源县：

督查各镇办74个责任区

淄川区发挥已建成168个项目
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项目运行质
量和效益水平，增加村集体收入和
贫困群众收入。对贫困劳动力进行
入户调查，掌握劳动能力、就业意愿
等情况，对有就业愿望的人员进行
一对一岗位就业推荐。 (唐琼)

淄川区：

产业就业齐发力

今年以来，临淄区深化“三治融
合”孝善扶贫模式。创新扶贫模式，
将村民自治、德治、法治与孝善扶贫
有效融合，着力构建“三治融合”孝
善扶贫新机制，倡导子女经常帮助
老人打扫维护好家庭生活环境，并
达到洁美家庭相应标准。 (韩小丽)

临淄区：

深化“三治融合”孝善扶贫模式

日前，高青县深入开展干部
联户工作，安排3207名联户干部，
对享受政策的贫困户实现干部联
户全覆盖。全体联户干部每月至
少一次，深入贫困户家中，对厨
房、卧室、客厅、院落等进行彻底
清扫。 (王东月)

高青县：

深入开展干部联户工作

近日，文昌湖区发动各镇村巾
帼志愿者、党员义工等300余人走村
入户，引导帮助贫困户做好家庭卫
生清洁工作，清理卫生死角，面对面
讲解文明生活理念，助力贫困户家
庭面貌焕然一新，不断提升贫困群
众家庭生活环境质量。 (张晓晓)

文昌湖区：

300余名志愿者走村入户

今年以来，张店区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总目标，充分发挥行业
部门职能优势，推动各项政策措施
精准落地。积极发挥政府兜底保障
作用，实现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
扶持。实施好健康扶贫工程，切实降
低贫困人口医疗负担。 (左猛)

张店区：

推动各项政策精准落地

今年以来，桓台县全面开展
领导干部遍访贫困户活动和自查
评估工作，。共排查出涉及贫困户
政策知晓率、危房改造、家庭环
境、医疗支出等方面的问题1316
个，目前已完成整改804个。

(吴丹丹)

桓台县：

整改贫困户多项问题804个

近日，周村区妇联干部们各
个变身厨娘、家务小能手，走进联
系了两年多的贫困户家庭，清理
卫生，自备食材，亲自掌勺，做一
桌饭菜，拉一段家常，传递温暖真
情，传递脱贫信心，温馨洋溢的画
面就此定格。 (崔雪)

周村区：

用心扶贫 用情帮困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各级政
府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
一系列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根
据《淄博市教育系统2020年“安全
生产月”活动方案》要求，张店五
中认真组织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

为了达到较好的宣传目的，
安全月期间通过广播、板报、观看
录像、设立宣传咨询点等形式，对
涉及学生方面的防溺水教育、道
路交通安全教育、食品安全教育
等安全常识向学生发放宣传资
料，提高了全体师生及家长的安
全防范意识和遵章守纪的自觉
性。 (徐瑶)

张店五中开展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Y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