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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牡丹区召开教育工作会议

24所幼儿园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本报菏泽9月3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李坤) 近日，
牡丹区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总结、
回顾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
年工作任务，各中小学校长及局
机关、直属部门全体人员共300余
人参加会议。

会上，牡丹区教体局各分管
局长和部分科室负责人结合各自
的工作进行了述职，黄堽中学、南
苑小学、吴店镇刘楼小学等三所
学校的负责人做了典型发言。

牡丹区教体局局长刘训才在
讲话中强调，全区教育系统必须牢
牢树立强烈的“收官”意识，以党的

建设为统领，紧紧围绕学校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失学辍学、城镇中
小学56人以上大班额、小区配套幼
儿园整治三项“清零”、教育质量提
升等重点工作，攻坚克难，狠抓落
实，争创一流工作成绩。

刘训才要求，各学校要在工作
落实、树立标杆、师德建设、服务基
层等方面狠下功夫，进一步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转变作风、狠抓落
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和教育年度
目标的顺利完成，为牡丹区教育事
业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牡丹区教育系统圆
满完成上半年的工作任务，年初

规划的11处学校建设项目以及博
爱学校、特教中心，已全部完成建
设任务；7处城区学校建设项目基
本完工；24所幼儿园基本完成建
设任务，需治理的80处小区配套
幼儿园完成移交67处；通过招考
小学、幼儿教师和引进高层次人
才、公费师范生、区外优秀教师
600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成立了校长学校，全区211名校长
分成11个班级进行了学习培训；
控辍保学工作成效显著，留守儿
童、贫困生、学困生、残疾儿童等
特殊群体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权益
得到全面保护。

巨野公安构建信息化立体化
大巡防格局，护一方平安
本报巨野9月3日讯 (通

讯员 马丽娜 翟纯雪 记
者 程建华) “南城派出所，
佳和国际公寓东入口有人聚
集，发生肢体冲突，请迅速出
警处置，请巡特警大队立即
赶赴现场，配合南城派出所
进行处置。”“收到，我们马上
赶赴现场进行处置。”8月 2 5
日下午3点37分，巨野县公安
局110指挥大厅民警通过视频
巡查，发现佳和超市东门附
近有人聚集，发生斗殴，值班
指 挥 长 立 即 指 派 南 城 派 出
所、巡特警大队赶往现场进
行处置，及时制止了这起事
件。

巨野县公安局以110指挥
大厅和派出所勤务指挥室为枢
纽，依托各类信息资源，通过大
数据分析，把巡防警力有重点
的部署在案件、事故高发、防范
薄弱、群众需求的重点时段和
部位上，使110指挥大厅和勤务
指挥室成为巡防工作的“大脑”
和“眼睛”，实现巡防警力可视
化、指挥调度扁平化、巡防运作

高效化。
今年以来，巨野县公安局

以创建“平安巨野”为目标，举
全警之力、凝全警之智，全力构
建“全时空、全方位、网格化”的
街面治安防控体系，最大限度
把警力摆到街面，最大限度压
缩犯罪空间，实现了警力投放、
警力效能和巡防效果的最大
化。

巡特警动中备勤，警灯闪
烁；步巡队穿梭广场公园，时刻
守护人民安全；驻守台上3名特
警全副武装，彰显辐射控制力
和震慑力；“一分钟处置点”行
动迅速，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案
事件。

巡特警主力巡、交警执勤
巡、派出所重点巡、社会力量协
助巡，巨野县公安局各警种联
防联动，构建信息化、立体化大
巡防格局，全力推进“平安巨
野”建设。1—7月份，接报刑事
警情同比下降13 . 9%，无发案天
数37天，无刑事发案天数106
天，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
显著提升。

用心讲好“黄河故事”
菏泽组织优秀非遗项目、群文节目、优秀书画作品赴陕展演

本报菏泽9月3日讯 (记者
李德领) 近日，“保护传承弘扬·
相约幸福黄河”2020年黄河流域
群众文化联展联演联讲活动在西
安市高陵区举行，这既是黄河流
域文化的一次交流碰撞，更是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一次有益
实践。

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作为此
次活动的承办单位之一，市文化
和旅游局非遗科和市文化馆积极
组织菏泽市优秀非遗项目、群文
节目、优秀书画作品赴陕展演展
示，活动分开幕式和节目展演两
部分进行。在开幕式环节，菏泽市
文旅局副局长刘和平代表山东省
和黄河流域其他省份代表共同宣
读《黄河流域文化合作倡议书》，
菏泽市文化馆荣获优秀组织奖。

节目展演环节，国家级非遗
项目菏泽弦索乐《乡音和鸣》精彩
亮相，悠扬、深邃、热烈、欢快的音
乐，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
的饕餮盛宴，引来现场掌声不断，
得到了西安市民群众和相关领导
的高度赞扬。

国家级非遗项目鲁锦，省级
非遗项目东明粮画，市级非遗项

目菏泽木雕参与现场展演展示。
精致的产品以及其所包含的厚重
的文化底蕴，充分展示了菏泽市
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展现出菏
泽文化的厚重多彩和菏泽人民包
容担当的精神风貌。尤其是东明
粮画项目，精美的粮画作品和沉
浸式体验互动环节，吸引大批民
众纷纷驻足，一睹粮画风采，争相

排队体验粮画乐趣。
据悉，此次活动由沿黄九省

的部分地市相关文旅部门共同承
办，旨在推动黄河流域各省文化
交流合作，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用心讲好“黄河故事”，深入挖
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共同
奏响“黄河大合唱”的新乐章。

8月28日，菏泽市中医医院迎
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中医院生殖中心通过了试管婴儿
评审，即日起，该医院将开启试管
婴儿新篇章。

据悉，该医院生殖中心目前
是菏泽市唯一一家由山东省卫生
计生委批准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
生殖中心，成立于2014年，自成立
以来致力于不孕不育的诊疗，并
积极申请辅助生殖技术，于2018
年开始进行人工授精技术，通过
先进的技术水平，上百个不孕不
育家庭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宝
宝，现中心已能开展试管婴儿的
生殖技术，让菏泽更多的不孕不
育家庭在家门口就能圆了求子
梦。

菏泽市中医医院生殖中心共
17人，硕士研究生8人，中级职称6
人，高级职称5人，中心人员先后
于北医三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附属同济医院、重庆遗传与生殖

研究所培训，时刻保持着技术的
先进性、服务的优质性、诊疗的规
范性，以系统规范的检查明确不
孕不育原因，以中西医结合的方
法治疗各种男女性不孕不育，配
合人工授精、试管婴儿技术，将大
大提高不孕不育患者的治疗效

果，中心设有专家门诊、妇科门
诊、男科门诊，针对各种男女因素
引起的不孕不育集中诊断治疗。

中心负责人龙田主任专门从
事不孕不育的诊治工作30余年，
有着坚实的女性及男性生殖内分
泌理论基础，擅长中西医结合治

疗男女性不育，在输卵管性不孕、
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
症、复发性流产、男性性功能障
碍、前列腺疾病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擅长管理，带领团队创建了
生殖中心，从人工授精技术到如
今的试管婴儿技术通过评审，是
患者及各级主管部门对本中心工
作的认可。

科室就医环境温馨，诊疗流
程方便，配备了世界领先的医疗
设备，具有经验丰富的生殖医学
专家、技术精湛的实验室人员，更
有服务热情、体贴入微的护理团
队。另外，该中心与山东大学附属
生殖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
心、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生殖医学中心签订了技术联盟
协议，以上单位将长期给予技术
指导，提供的诊疗技术及诊疗设
备在菏泽市处于领先地位。

（记者 李德领）

开展业务介绍：
男女性不孕不育、复发性流

产、优生优育等咨询；多囊卵巢综
合征、排卵障碍、闭经、高泌乳素
血症、卵巢早衰；男性少弱精子
症、阳痿、早泄、性功能障碍等的
诊断治疗；宫腔镜检查；输卵管检
查：X线子宫输卵管造影、超声子
宫输卵管造影；阴道超声学检查；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卵胞浆内
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试管婴儿)、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人工破卵、卵
巢囊肿穿刺术、封闭抗体的主动
免疫等治疗；其他检查项目：性激
素六项、AMH、甲功五项、甲状腺
自身抗体、抗心磷脂抗体、生殖抗
体、封闭抗体、优生四项、血清
HCG检测、夫妇双方染色体、精液
分析、支原体、衣原体、淋球菌、宫
颈液基细胞学、HPV筛查等不孕
及流产相关检查。

中 心 服 务 电 话 ：0 5 3 0 -
5321809。

菏泽市中医医院生殖中心掀开试管婴儿新篇章

鄄城开学第一课
我是文明交通劝导员

本报讯(通讯员 张志贤)
近日，学生们迎来开学季，鄄

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共青
团鄄城县委组织鄄城一中学生
志愿者在辖区主干道、主路口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共建
和谐交通，共创文明城市。

活动中，学生志愿者们在
辖区主干道和主要路口协助民
警劝导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

法行为。通过文明交通劝导的
方式，将校园文化学习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的小小行
动，助力文明交通，让更多的人
关注身边的道路交通安全问
题，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和交
通安全意识，给行人正确引导，
做文明事、行文明路、当文明
人，营造社会共同参与文明交
通创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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