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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济阳人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济阳区人民医院医联体签约揭牌

本报7月23日讯（通讯员
杨维娜） 7月13日，济阳区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培训
班开班。全区125个贫困村第
一书记在区为民服务中心二
楼视频会议室主会场参加培
训，副区长白宝强出席培训班并
讲话。

白宝强要求，各帮扶责任人
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
脱贫攻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学习重
点、吃透政策难点。带着问题学、
对着问题改、迎着问题上，看到
问题不退缩、遇到难题不躲闪、
碰到矛盾不回避，敢于向困难和
问题“叫板”，在问题整改中得到
锻炼提升，在扶贫一线锤炼好作
风、展现新作为。严肃培训纪律，
端正学习态度，确保培训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区教育和体育局、区卫生
健康局、区医疗保障局、区住
房城乡建设局、区城乡水务
局、区民政局、区残联、区扶贫
办相关业务负责同志依次进行
授课。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涵盖层
面广、培训方式灵活，由济阳广
播电视台通过微信进行全程直
播，帮扶责任人可回看课程进行
复习，达到学以致用、以学促干
的目的，共计1700余名帮扶责任
人参加培训，进一步推动帮扶责
任人的政策水平、综合素质和帮
扶能力的全面提升，为夺取2020
年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奠定坚实
基础。

区直帮扶责任人派出单位
分管负责同志、帮扶责任人，各
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扶贫办
全体人员在分会场参加培训。

本报7月23日讯（通讯员
王明国） 7月22日，济阳区教体
局召开全区教育系统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区教体
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春亭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局长王兴海、张自
贵、钱向东出席会议。

副局长张自贵宣读了全区
《关于印发〈2020年济阳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的通
知》，教育科张凤、团委书记李方
珺分别安排了创城相关工作，区
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春
亭讲话。

杨春亭讲话指出，要提高认
识讲大局。济南市已连续两年获
得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第一名，今
年，市委区委主要领导明确要求
要保第一，教育系统要下大力气
完成，坚决不能失分。要强化流
程细则抓落实。学校要成立领导

小组，结合指标体系，逐项逐项
落实，安排具体的分管领导和责
任人，保质保量地完成。要结合
师德师风建设、文明校园建设、
学校精细化管理逐步推进，各学
校要积极开展“小手拉大手”活
动，学生和家长一起抵制如“不
文明养宠、躺卧公共座椅、乱扔
杂物、车窗抛物”等不文明现象。
要加强督导，跟踪检查。教体局
要成立督导组，严格对照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要求，严把督导标
准，做到真督实导。同时，要强化
问题整改和倒逼机制，对发现的
问题要及时整改、限时反馈办
结，确保督导取得实效。

各镇（街道）教育党总支书
记、各中小学（含职业中专、特
校）校长，教育科、团委、健身中
心、安全科、宣法科科室负责人
共70余人参加会议。

广大市民朋友们：

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共建文明城市、同享美好生活
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近年来，我
区举全区之力，积极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国家级卫生城市，深
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各
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狠抓城
市治理提升，济阳城市面貌显
著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群
众幸福感、满足感不断增强，城
市文明程度全面提升。我们是
城市的主人，也是城市文明的
建设者和创造者，更是城市文
明的享有者和受益者。让我们
从自身做起，带领家人朋友积
极践行：

言谈举止文明有礼。遵德守
礼，不争吵、谩骂，不使用低俗语
言，打喷嚏咳嗽掩口鼻。以文明
言行打造济阳“善美”形象。

公共场所文明有礼。爱护
公共设施，不践踏、折损花草树
木，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乱扔
杂物，不随地吐痰，遛狗要拴
绳，宠物粪便及时清理。以文明
素养打造文明公共空间。

行路驾车文明有礼。遵守
交通秩序，不乱穿马路、闯红
灯、跨越隔离栏；不车窗抛物，
不随意变道、鸣笛；排队候车，
主动礼让行人，主动避让急救
车辆，有序停放交通工具。以交
通礼仪维护和谐公共秩序。

餐饮健康文明有礼。健康
用餐，积极推广“公筷公勺”，分
餐进食，拒食野味；节俭用餐，
不铺张浪费，带头参与“光盘行
动”。以健康方式创造文明环保
生活。

居住环境文明有礼。不乱堆
乱搭、乱停乱放、乱贴乱画、乱扯
乱挂，不占用公共楼道与消防通

道，垃圾分类定点投放。以文明
习惯打造宜居生活环境。

广大市民朋友们，建成文
明城市，人人共享；维护城市文
明，人人有责!您的每一个言行
举止，都代表着济阳人的良好
形象；您的每一次努力，都让我
们的城市更加文明；您的每一
份辛劳，都为我们的城市增添
光彩；您的每一份热情，都会唤
起更多人的文明意识和责任意
识。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积极
响应区委、区政府的号召，以满
腔的热情，投身到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中来，以切实的行动为
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善美济
阳”做出个人应有的贡献！

济阳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

济阳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17日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于
悦 通讯员 范倩楠 门波）
7月21日，山东省立医院（集团）、
济阳区人民医院医联体签约揭
牌仪式在济阳区人民医院三楼
会议室举行。山东省立医院（集
团）党委书记赵升田与济阳区委
书记吕灿华为医联体揭牌。

仪式现场，吕灿华表示，近
年来，济阳区抢抓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省城携河北跨、撤县设区四
大历史机遇，坚持实干、反对
虚功，推动新区建设实现良好
开 局 、经 济 社 会 取 得 蓬 勃 发
展。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更强烈、需求更多元。特别
是在医疗卫生方面，迫切期望
能够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享
受到省城的优质医疗资源。山
东省立医院作为全省医疗卫生
事业的领航标杆，具有现代化医
院的管理人才和先进经验，拥有
先进的医疗设施和雄厚的技术

力量。通过这次医联体建设，必
将推动省城优质医疗卫生资源
下沉基层，给济阳人民带来更多
地健康福音；必将加速推动区人
民医院快速发展，全面提升医院
综合实力；必将助力济阳医疗卫
生事业整体跃升，让全区群众更
好地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共享
撤县设区的红利。

下一步，济阳区人民医院作
为全区唯一一家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要在推动医联体建设基础
上，加强区域内医共体建设，探
索“医联体 + 医共体”融合发
展，真正发挥出“1+1>2”的作
用 ，助 推 实 现 分 级 诊 疗 新 格
局。要抢抓医联体建设机遇，
借势借力做好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技术提高，加快推进三
级医院创建工作，带动全区医
疗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同时希
望省立医院各位领导、专家，以
医疗技术为支撑，以信息平台为
纽带，从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专
科扶持、技术提升等方面，指导

帮助济阳区人民医院不断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基层
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赵升田表示，省立医院是一
所具有123年悠久历史和光荣传
统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10个，省临床
重点专科28个，在业务量、收治
病种数、医疗技术服务难度等方
面均稳居山东省前列。作为山东
省公立医院改革的排头兵，省立
医院在医联体工作中勇于创新，
积极探索“省立医院医联体模
式”，做到了覆盖山东、辐射全
国、联通国际，实现了地方政府、
医保机构、各级医院、医务人员
和基层群众多方受益。并表示，
下一步，省立医院将从推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远程医疗等方
面与济阳人民医院开展合作，推
进构建“分级诊疗”就医格局，全
面提升济阳区人民医院医疗服
务水平，让济阳人民群众在家门
口便能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医
疗服务。

济阳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帮扶责任人培训班开班

全区教育系统召开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

同心创城齐参与 争做善美济阳人
——— 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党委书记赵升田(左)与济阳区委书记吕灿华为医联体揭牌。

本报7月23日讯（通讯员
程玉萍）“笑气”(化学名：一氧
化二氮，化学式：N2O)，属危险
化学品，虽然不属于毒品，但是
其危害比毒品更严重，不仅严重
危害身心健康，而且还会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今年4月份，山东
省、济南市禁毒委组织开展打击

“笑气”滥用专项行动以来，济阳
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打掉一个
买卖、吸食“笑气”的团伙。

4月23日，济阳公安得到线
索，济阳区垛石镇某村的微信群
内公开发布卖“笑气”的信息。获
取线索后，禁毒大队与垛石派出
所民警深入研判分析，发现发布
信息人员为王某航，落实真实身
份后，侦查员不等不靠，立即查
找其落脚点，在平阴县一宾馆内
将违法嫌疑人王某航抓获。

经询问，王某航供述了购买
“笑气”伙同他人一块吸食，并发
布微信朋友圈销售“笑气”的违
法事实。随后，侦查员顺线追踪，
在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一出

租房内将王某航的上线李某蒲
（27岁，河北石家庄人）抓获，并
当场缴获“笑气”一箱，在某物流
点扣押“笑气”十箱（3000支）。在
大量的事实面前，李某蒲供述了
自2020年4月份以来，从河北石
家庄朋友孙某东处购买“笑气”，
在历城出租房内，以外卖配送的
方式，多次向微信好友销售“笑
气”5000余支，非法获利5000余
元的违法事实。

为将该团伙一网打尽，侦查
员立即赶往石家庄将销售“笑
气”的嫌疑人孙某东抓获，经询
问，其对吸食“笑气”并销售给李
某蒲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随
即，侦查员又赶赴济南、济宁、菏
泽、聊城等地，将买卖、吸食“笑
气”的违法嫌疑人10人抓获。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
基础上，济阳区公安分局依法对非
法买卖危险物质的李某蒲、孙某
东、王某航等5人处以行政拘留的
处罚，对吸食“笑气”违法行为较轻
的其他10人进行批评教育。

济阳警方打掉一个
买卖吸食“笑气”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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