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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履行催告书》
送达公告

张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针对历下区

经十路88号齐鲁公寓楼0905室房屋向你
作出济(历下)政征补字〔2021〕1号《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你。自送
达至今已届满六个月，你未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腾房的
义务。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
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的规定，限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 1 0日内履行济 (历下 )政征补字

〔2021〕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的相
关义务，腾空被征收房屋并交付济南市

历下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逾期将由济
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

本催告书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以及邮寄送达方式均无法完成送达，现
进行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请你到千佛山北入口改造项目指
挥部办公室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履
行催告书》。逾期未领取的，即视为送达。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外来务
工人员服务中心

邮编：250014
联系电话：0531-88029102
联系人：范凯

济南市历下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22年5月31日

红烧牛肉罐头 20罐只要298元
大块纯牛肉 软嫩多汁 香甜松软 高温灭菌 适合家庭储备 今明后3天买10罐送10罐

小 时 候
只有生病或
者过节的时
候 ，妈 妈 才
会开一罐红
烧 牛 肉 罐
头 ，香 气 扑
鼻 ，软 嫩 多
汁 ，吃 完 后
手指上还留
着肉的香味
儿 ，让 人 不
能 自 拔 ，回

味无穷，饱食红烧牛肉成了从小的愿望。
红烧牛肉罐头选用草原优质黄牛肉精

制而成，具有“肉烂筋软、色泽鲜亮、浓香怡

人、酥烂可口”的特点，牛肉蛋白质含量高，
营养丰富，打开罐头就是一盘美味，可以帮
您省去不少厨房的忙碌。

买10罐送10罐 家庭储备好物
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消化库存，公司

拳头产品市场价49元/罐的红烧牛肉罐

头(每罐125克)，今明后这3天在我地区

开展特价直销活动只卖2 9 . 8元一罐，并

且一次买1 0罐再送1 0罐，整箱2 0罐仅需
2 9 8元，每罐仅合 1 4块 9毛钱！真正的好

牛肉，非常超值划算！保质期36个月，可

以放心购买，适合家庭物资储备。

订购送货热线：4 0 0 - 9 6 6 - 0 5 5 7
2 组 起 免 费 包 邮 到 家 货 到 付 款 18396805315

记者 蔚晓贤

5月31日是第35个世界无烟日，有关戒
烟、控烟的话题又引起大家的关注。记者了
解到，5月23日，潍坊市卫健委官网全文公
布了《潍坊市控制吸烟办法（征求意见
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公开征求
意见的截止时间为6月23日前。意见稿中提
到，倡导烟草制品销售者在5月31日停止售
烟一天，吸烟者停止吸烟一天。

《潍坊市控制吸烟办法（征求意见稿）》
分总则、控制吸烟场所、控制吸烟措施、法
律责任、附则五个章节。总则中规定，市、县

（市、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
政府领导下，组织、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
内的控制吸烟工作。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部门是控制吸烟工作的行政主
管部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应当将控制吸烟工作纳入本
单位日常管理，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是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办法

（征求意见稿）》第十条规定：每年5月31日
所在周为本市控制吸烟宣传周，集中开展
控制吸烟宣传活动。倡导烟草制品销售者
在5月31日停止售烟一天，吸烟者停止吸烟
一天。

控制吸烟场所一章中规定，室内公共
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
吸烟。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幼儿园、中
小学校、少年宫、面向未成年人的教育培训
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等以未成年人为主
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
保护单位；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
馆、纪念馆、科技馆等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场
所；健身场所、体育场馆的室外比赛区和座
席区；人群聚集的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区；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室外区
域禁止吸烟。

控制吸烟措施一章中规定，任何人不

得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在非禁止吸烟场
所吸烟的，应当合理避让不吸烟者，不得在
排队等候的队伍等人群密集区域吸烟，不
得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市、县（市、区）卫
生健康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对吸烟行为的
干预工作，指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咨询
热线，开展戒烟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医疗
卫生机构设立戒烟门诊，为吸烟者提供专
业的戒烟咨询、诊疗服务。“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统一受理有关控制吸烟的咨询
和投诉举报。

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违反禁止在公
共场所吸烟相关规定的由有关控烟监管部
门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处以五百元至三
千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二十元以下罚款。烟
草制品销售者未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设置
吸烟有害健康、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
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由市场监督管理、烟
草专卖、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
销相关许可证，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

附则一章中明确，室内，是指有顶部遮
蔽并且有两面以上侧墙的任何空间，包括
楼梯、走廊、地下通道、楼道间、电梯轿厢
等。烟草制品，是指全部或部分由烟叶作为
原材料生产的供抽吸、吸吮、咀嚼或鼻吸的
制品，主要包括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
叶，以及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和电子非尼
古丁传送系统。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山东省仅有青岛
市已于2013年9月1日起实施《青岛市控
制吸烟条例》。济南市、聊城市、德州市、
日照市、烟台市的控制吸烟条例正处于
立法调研或审议阶段。《潍坊市控制吸烟
管理办法》由潍坊市卫健委草拟，文本已
于4月底二次送交市司法局审改，目前正公
开征求意见。

潍坊拟出台控烟管理办法：不得在排队等候的人群中吸烟

倡导每年5月31日停售停抽香烟一天

门诊开设两年 没有一人挂号
潍坊一医院戒烟门诊遇尴尬

文/片 记者 马媛媛

戒烟门诊受冷落

老慢支、慢阻肺、肺气肿、肺癌……有
些人说抽烟抽多了的肺部会变黑，在潍坊
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二部胡兆秋主任看
来，吸烟对肺部的损伤更为严重的后果
是，这些损害发生之后，完全不可逆。“没
有任何一种药物，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
式，可以让你的肺功能完全恢复过来！”胡
兆秋主任介绍，事实上，吸烟不仅会导致
肺部疾病，还可能与鼻咽癌、喉癌、胃溃
疡、心梗甚至脑卒中等等有很大关系。医
院开设戒烟门诊，想通过规范治疗帮助患

者戒烟，但戒烟门诊近两年来无一人挂号
就诊。

记者走访潍坊市人民医院、潍坊市中
医院、潍坊市市直机关医院等几家医院戒
烟门诊了解到，真正到戒烟门诊咨询戒烟
的市民屈指可数。

得了肺病才想起戒烟

为何戒烟门诊门可罗雀？胡兆秋直
言，主要原因还是吸烟的持续危害以及戒
烟门诊的重要性还没能得到足够重视。

“吸烟的延迟性危害让很多烟民认
识不足，吸烟不像感冒发烧那样，会快速
出现症状，很多人对这个缓慢的损害过
程没有直观感受。”胡兆秋表示，这也是

为什么有些患者已经出现严重的肺部疾
病，面临不得不就医的窘境才被迫戒烟。
由于烟草中的尼古丁成分容易让人产生

‘烟草依赖’，想要戒烟必须通过系统的
治疗过程，一般医院会通过药物治疗、心
理辅导和行为干预的方式为患者量身定
制治疗方案。

在其他几家医院的戒烟门诊，呼吸
科专家将为数不多的就诊者分为几类情
况。有的是想要孩子，但自己下不了决
心，到医院找医生辅助戒烟;有的是顾虑
对家人影响戒烟的;还有一部分是本身患
有呼吸道疾病，必须戒烟的。

走进戒烟门诊为戒烟开个好头

5月30日，78岁的王先生在家人的陪
同下到阳光融和医院呼吸科就诊。一年
前他发现自己出现了胸闷气短的毛病，
而且持续咳嗽也有一年多的时间。阳光
融和医院呼吸科孙传美主任问诊得知，
王先生已经有60多年的年龄。同样被医
生劝戒烟的还有宋先生，他也是个有着
40多年烟龄的老烟民，一个多月前，他被
查出肺部有了问题，之前一天三包烟的
宋先生决心要戒烟了。他告诉记者，戒烟
的这一个多月过得太难受了，看着别人
点烟，自己心里就痒痒，碍于身体的原
因，他只能是靠吃点零食来分散注意力。

孙传美主任介绍说，戒烟能否成功，
最终还是看戒烟愿望强不强，自己能否坚
持。而走进戒烟门诊就为成功戒烟开了个
好头，戒烟是个复杂过程，受环境因素影
响很大，不少吸烟者戒烟一段时间后，和
朋友吃个饭、喝个酒便又抽上了。

孙传美主任介绍，医院的戒烟门诊
挂靠在呼吸科，戒烟门诊开设以来，几乎
没有主动挂号咨询的患者。每次接诊到
慢阻肺、肺气肿的患者时，医生会询问
吸烟史，并主动普及戒烟常识。“根据临
床经验来看，烟龄30年以上的患者至少
一半会出现慢阻肺等肺部疾病。”孙传
美主任说，不少吸烟者把咳嗽、咳痰当
成正常现象，不到出现严重不适不就医，
这样很容易延误病情，等就诊时病情已
经非常严重。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于
两年前开设了戒烟门诊，然
而之后两年时间该门诊竟然
没有一人前来挂号。这并非
孤例。在2022年5月31日———
第35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
前，记者走访潍坊多家医院
戒烟门诊了解到，潍坊二级
以上的医院均陆续开设了戒
烟门诊，而到戒烟门诊咨询
戒烟的市民屈指可数，控烟
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不容乐
观。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戒

烟门诊内，只有医生值班，没有

患者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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