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通讯员 李苏 报道）冬季是老年人
慢性病高发期，一旦发病且得不到及
时救治，将严重威胁到老年人的生命
健康。为了给这一部分群体特殊的关
爱和救治，滨城万寿堂医院与滨州市
慈善总会联合，共同开展贫困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救助项目。

2015 年，滨城万寿 堂 医 院 认 捐
500 万元慈善基金，连续五年本金留
在医院运作，每年交付 25 万元基金利

息，专项用于贫困老年人慢性病患者
救助项目。救助对象为我市部分县
区低保、五保、扶贫对象中的 60 周岁

以上老年人。救助病种为纳入医保
报销目录的常见老年人慢性病，包括
冠心病、脑梗死、颈椎病、糖尿病等 20

余类疾病。
在过去三年，滨城万寿堂医院持

续关注贫困老人的健康问题，已连续
三年认捐慈善基金用于贫困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救治。2017 年，该项目共救
助 57 名贫困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支出
救助金7.7万元。据统计，自项目开展
至今，已累计救助 229 人，支出善款
38.7万元。

三年来，该项目的救助范围逐年
扩大，救助标准逐步提高，已帮助越来
越多的贫困老人摆脱病痛的折磨，安
享晚年。2017 年，万寿堂医院在惠民
县 37 个村镇设立免费接送站点，由医
院专家入村为老年人体检筛查，符合
救助条件的患者免费接到医院治疗，
解决了老年患者行动不便、就医困难
的难题，使老年人的就诊之路更加便
捷和通畅。

2018年，该项目将继续温馨起航，
目前救助资金已拨付到位，将为更多
贫困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携手慈善 情暖新春”系列报道之一

贫困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救助项目：

开展三年救助229人 支出善款38.7万元
当你和家人在爆竹声中迎接新年时，当你和孩子在欢声笑语中守岁时，你是否想过将这份欢乐传递出去，让周围的人也感

受这份温暖？
新春来临之际，滨州市慈善总会倡议社会各界关注孤寡老人、困境儿童、大病患者，用自己的行动奉献一份爱心，温暖一个

群体，共同帮助困难群众温暖过节。
为此，本报特推出“携手慈善 情暖新春”系列报道，对我市目前开展的慈善救助项目进行介绍和梳理，旨在让更多人了解

慈善项目的内容和意义，进而献出一份爱心，加入到慈善救助队伍中来。滨州市慈善总会爱心热线：0543—3172179；3172156。

编者按：

进村入户为贫困老年人进行体检筛查进村入户为贫困老年人进行体检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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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军
通讯员 李光瑞 报道）“如果我们发
现党员干部有违规违纪行为，只需用
手机扫一下宣传展板的二维码就可
以向纪委反映啦！”1 月 3 日，一位
到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和社
会保障服务大厅办理业务的群众，
一边用手机扫描大厅宣传展板上
的纪工委网络举报二维码，一边高兴
地说。

当天，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
委组织开展“网络举报大家知”专题
宣传活动，精心设计制作了一套内容
丰富、主题鲜明的宣传展架，并将微
信二维码放置在展板醒目位置，发放
到国地税、劳保、银行等窗口单位，
以及区、街道、社区等办公场所。

此外，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
委还编印了 5 万份“网络举报明白
纸”，采取现场引导、解疑答惑、到户
到人的方式，逐一发放到辖区群众手
中，达到了家喻户晓、众人皆知的宣
传效果。

截至目前，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纪 工 委 受 理 网 络 举 报 占 比 已 达
35%。本着“快查、快结、快答复”的
原则，均进行了妥善处理。

开发区开展“网络举报大家知”专题宣传活动

扫扫二维码 违规违纪行为随时反映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
讯员 代福永 梅勇 报道）1月7日，随着
历时 5 天的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国际会展中心闭幕，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圆满完成2018年全
市“两会”保电任务。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接到市“两会”
保电申请后高度重视，组织运检部、配

电运检室及开发客户服务分中心共同
商讨，制订了详细的保电方案。安排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到会场及驻地进行
保电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
客户下达《用电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
按期整改，并将检查结果报市委备案。
同时，对涉会驻地沿线客户开展用电安
全检查，特别对沿线施工、塔吊等客户

进行重点“一对一”盯防；安排应急发电
车提前一天到达指定位置并接线完毕，
进行启动发电试验，确保运行状态良
好，并在发电车周围设置了安全围栏。

会议召开期间，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在国际会展中心配电室和应急发电车
处安排保电人员进行蹲守，提前2小时
预热调试应急发电车，对涉会场所供电

设施进行再次检查。与此同时，国网滨
州供电公司对会议主会场及委员驻地
周边线路开展密集式巡视、排查工作，
备足抢修设备与备品备件，合理安排抢
修车辆，确保快速出动，提高巡视效率，
对影响设备运行的缺陷、隐患及时消
除，确保了“两会”期间的电力运行始终
处于健康水平。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圆满完成市“两会”保电任务

市实验幼儿园举办亲子联欢会

近 日 ，滨 州 市 实 验 幼 儿 园
HAPPY 妙妙屋大六班举行了“庆
元旦 迎新年”亲子联欢会。现场，
孩子们为家长献上了精彩表演，获
得阵阵掌声。活动为幼儿提供了

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分享的平台，
让孩子们在表演中获得了自信，在
祝福中学会了感恩。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刘
凌云 刘晓玲 摄影）

冯家镇一老人用煤炉取暖致中毒昏迷

沾化交警鸣笛喊话
开辟紧急救援“绿波带”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张云梓 报道）1月3日早晨7
点 28 分，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
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求助
电话：冯家镇一名老人在房屋内用
煤炉取暖，因空气不畅导致煤气中
毒昏迷。邻居发现后立即将其救
出，并送往医院抢救。时值早晨上
班高峰时段，参与救护的村民心急
如焚，担心路上堵车，便求助于交
警大队。

接到求助后，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立即联系，确定救助车辆的具体
位置，并安抚家属情绪。同时，立
即通知正在附近执勤的三中队民

警。执勤民警接到指令后迅速参
与救援，快速赶往指定地点。

在新海路与 G18 国道交叉路
口，民警迎上了载有患者的车辆。
由于此时路上的车辆较多，民警开
启了警灯，并利用警车喊话器不停
地喊话，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同时用对讲机通知沿途执勤民警
和巡逻警车协助，让通往医院的道
路保持畅通，确保救助车辆在最短
时间内赶到医院。只用了10分钟
时间，民警便将中毒者送至医院急
诊室进行治疗。

最终，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
煤气中毒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商店派出所民警赶大集
宣传《反恐法》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邱胜岩 李文哲 报道）为进一
步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
义法》宣传力度，切实增强公民“知
恐、反恐、防恐、反恐”意识，1 月 4
日上午，正逢商店镇小桑大集，阳
信县商店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集
市开展防恐反恐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携带《滨州市公

安局关于有奖举报暴力恐怖犯罪
活动线索的通告》和警方提醒等宣
传资料，通过张贴宣传通告、发放
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赶
集群众、商户积极宣传反恐法和相
关法律知识。此次活动，该所共出
动警力 4 人，警车 1 辆，张贴通告
30 张，发放宣传资料 100 余份，为
群众解疑释惑达200余人次。

兴福镇食药所销毁
假冒白酒1100余瓶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韩克梅 马锦燕 报道）近日，
为进一步净化酒类市场，震慑制假
售假不法行为，博兴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兴福所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加大酒类市场监管，严厉打击
并查处了一批假冒白酒。

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同山西杏
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打假
人员一起，对辖区内销售汾酒系列

白酒的 8 家经营业户实施了重点
检查。经检查发现，其中3家经营
业户所经营的汾酒系列白酒涉嫌
为假冒产品。该批白酒共计1100
余瓶，价值5万余元。 执 法 人 员
现场对这批白酒进行了扣留封存，
后经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
公司鉴定，该批白酒系假冒产品。
随后，执法人员在兴福镇垃圾中转
站对该批白酒进行了销毁处理。

一边是未成年受害人因刑事伤害
导致颅骨缺损，还未得到修补，急需进
一步手术治疗。但其家庭已无力支付，
手术迟迟无法进行。一边是案件仍处
于审查起诉阶段，该刑事被害人只能等
到案件终结才能申请救助。

面对规章制度和人性人道的矛盾，
我市检察机关彰显我国法律的人文关
怀，与有关部门联系沟通后，在案件审
查起诉阶段成功为被害人申请了救助
资金 10 万元。据了解，这是近年来我
市检察机关申请数额最大的一笔救助
金。

案件始于今年 1 月。犯罪嫌疑人
徐明因仇恨，用铁锤先后砸伤年仅 12
岁的刘小华、刘小华母亲王春兰，以及
刘小华的堂姐、伯父。经鉴定，刘小华

头部受伤，重伤二级，王春兰重伤一
级。

王春兰虽经手术抢救，但仍意识不
清、无自理能力。刘小华因头部受创，
影响到了大脑语言功能。虽在手术后
逐渐恢复，但依然存在发音障碍。

医生认为，刘小华需在首次手术
后 3—5 个月内，返回医院再次进行手
术，以修补缺失的颅骨。否则，拖延的
时间越长，对其日后学习和生活影响
越大。

刘小华家在农村，父亲刘爱国是家
里惟一的劳动力，为妻儿治疗举债 30
余万元后已家徒四壁。虽有各方捐款
6.5万余元，但与后续治疗费用相比，实
在是杯水车薪。且刘爱国要在家照顾
妻儿，无法外出务工，后续治疗基本无

望，刘小华只能无奈出院。
因刘小华为未成年人，该案由市检

察院未检处承办。案件承办人在实地
了解后发现，该案终结耗时会较长，且
犯罪嫌疑人家庭困难，难以支付民事赔
偿。面对无力回天的现实，刘家陷入绝
望。

承办人认为，刘小华年仅12岁，生
活才刚刚开始。该案如得不到及时处
理，会埋下一定社会隐患，因此帮助被
害人申请司法救助迫在眉睫。随后，市
检察院决定为被害人申请刑事被害人
司法救助。

但按照规定，被害人申请救助需要
提供案件终结性结论材料。换句话说，
就是在法院判决以后，要根据被害人获
得的赔偿情况确定是否救助及救助金

额。申请通常在每年3、4月份申请，年
底进行发放。

而现实是刘小华手术治疗急迫，拖
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这种情况下，早一
天帮助被害人争取到救助金，其康复的
希望就多一些。为此，市检察院控申处
和未检部门一边为被害人收集递交申
请救助材料，一边与市委政法委和省检
察院联系沟通，说明案件情况和被害人
急需救助的现状，积极为被害人申请救
助。

最终，市委政法委破例在案件审查
起诉阶段，向被害人发放救助资金 10
万元。目前，救助款已经送至被害人家
属手中。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姓名皆
为化名）

未成年刑事受害人重伤二级，亟需后续手术治疗，但已家徒四壁陷入绝望

市检察院提前争取10万元司法救助金解急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魏哲 戚元静

煤改气
知识宣传在行动

使用天然气的注意事项：
1、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保持

通风良好。使用燃气（天然气、人
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灶具和热水
器的场所必须保持通风良好，这是
因为燃气燃烧时要消耗空气中的
氧气来助燃，同时产生含有二氧化
碳和少量一氧化碳的烟气，如1立
方米的天然气燃烧时要消耗10立
方米空气中的氧气，同时产生1立
方米的二氧化碳和 2 立方米的水
蒸气。如果室内通风不良，则室内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逐渐减少，供氧
不足将导致不完全燃烧，而不完全
燃烧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
体，会造成人员中毒、缺氧而窒息
死亡。因此，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
保持通风良好，使新鲜空气得到及
时补充，并将烟气随时排至室外，
这样可预防窒息或一氧化碳中毒
事故，保护全家的安全和健康。

2、居民家中如何预防燃气
事故？应购买使用质量和安全性
能良好的灶具和热水器，假冒伪劣
产品是事故之源；应请有资质的
专业人员按规范安装燃气设施，
否则会留下事故隐患；应按产品
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燃具应定
期维护保养（热水器为8—10月），
有故障应及时维修；灶具使用时
应有人照看，应注意使用环境的

通风换气，用毕做到“二关一开”，
即关好燃气阀门和厨房门，开启
厨房窗户；家中燃气设施应经常
检查，及时更换老化的橡胶管，最
好使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安装使
用燃气泄漏报警装置，为全家请一
位义务的燃气安全保护神。

使用天然气设备的
注意事项：

1、连接灶具的软管，应在灶面
下自然下垂，且保持 10 厘米以上
的距离，以免被火烤焦、酿成事
故。注意经常检查软管有无松动、
脱落、龟裂变质。使用期超过三年
的应与维修部联系更换。

2、定期用肥皂水检查天然气
设备接头、开关、软管等部位，看有
无漏气，切忌用火柴检漏。如发现
有气泡冒出，或有天然气味时，要
关闭所有开关，严禁火种（包括电
灯开关），打开窗户通风，并立即报
告地区天然气维修站。

3、禁止自购乱拉乱接软管，自行
接用天然气取暖炉和淋浴器等设备。

4、禁止搬弄天然气表。
5、不要在安装天然气设备的

房间内，再使用煤炉、液化气或其
他炉具。

6、天然气灶具周围不要堆放
易燃物品，单元入口截门处及天然
气表周围禁放遮挡物。

安全使用天然气，这些你应该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