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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办好““1215612156””民生实事民生实事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免费为10万名农村和城市低保适
龄妇女开展宫颈癌、乳腺癌检查”被
列入“12156”民生实事。截至目前，
全市完成“两癌”免费检查 87855
人，确诊乳腺癌45例、宫颈癌20例，
均已开展追踪干预治疗，切实帮助
妇女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
给全市广大妇女提供贴心服务，我
市积极打造“两癌”检查“一站式”服

务模式。无棣县、邹平市配备“两
癌”查体专用车，组建专业查体团
队，将优质、温馨的查体服务送到田
间地头，受到了广大农村妇女的一
致好评；滨城区积极争取财政支持，
对TCT检查异常的妇女免费进行
HPV检测，提高了早诊率。

同时，为了让基层妇女享受到
这一服务，我市努力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市、县妇幼保健院下沉
到农村，与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联合行动，通过义诊、宣
教、培训等形式，广泛宣传“两癌”检
查惠民政策及检查流程，并将7月定
为“预防两癌·关爱女性健康”宣传
月，实现了送政策、送知识、送服务
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让更多群
众了解到了这项惠民政策。“截至目
前，我市共开展‘两癌’义诊宣传教
育89次，派出医疗保健人员579人
次，服务群众11138人次。”市卫健
委家庭发展与妇幼健康科工作人员

介绍。
此外，我市还建立健全了以政

府为主导、多部门协作参与的农村
妇女“两癌”救助体系。市民政局将
农村贫困“两癌”妇女救助项目纳入

“e家大救助”统筹范围，市妇联积极
对上争取“两癌”救助金，开展待救
助“两癌”患病妇女人数的摸底工
作，当前已登记上报754名低收入

“两癌”患病妇女情况。

今年全市已完成“两癌”免费检查87855人
我市持续健全农村妇女“两癌”救助体系，切实帮助妇女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刘晓静 刘斐

家住滨城区怡华苑小区的满玉
清、陈素梅家庭，是滨州市“五好家
庭”。说起这一家人，邻里都竖起大
拇指，称赞其是“大家都敬佩、羡慕
的好家庭”。

满玉清，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滨城区政协委员，滨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副主任药师，滨州医学院硕士
研究生导师，民建滨州市委科教文
体委委员会执行主任，民建滨州医
学院支部组织委员。他曾两次被滨
州市委、市政府记三等功；在医院年
终考评中，多次荣获个人优秀，多次
荣获医院“医德标兵”称号；连续六
年被民建滨州市委评为优秀会员；
荣获2019年度民建省委优秀会员
称号；2018年荣获滨州医学院党委
统战部“优秀统战成员”荣誉称号；
多次组织并参加医院和民建市委举
办的义诊活动等。

妻子陈素梅，中共党员，高级教
师，在滨州医学院幼儿园工作，曾荣
获滨州市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滨
州医学院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山

东省高校学前教育优秀园长、先进
管理者等荣誉称号。儿子满意、儿
媳梁晓丹都是中共党员，爱岗敬业，
工作积极上进，受到单位领导同事
的一致好评。

满玉清家庭曾经五世同堂，满
玉清姊妹兄弟共五人，2019年他的
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为方便照顾老
人，姊妹兄弟共同为父母购置了房
子。父母和满玉清居住在同一小
区，由于老人生活能基本自理，满玉
清就带领兄弟姊妹及时为父母供应
蔬菜蛋奶等生活用品，并且坚持每
天都去探望，陪老人吃饭、唠家常，
还经常组织家庭聚会。每逢过年过
节和老人生日，满玉清就组织兄弟
姊妹几家人齐聚一堂，大家其乐融
融，争先做家务、下厨，尽己所能表
达对长辈的孝心。

八年前，满玉清的岳父患病住
院，曾两次住进ICU病房，其间，满
玉清和妻子悉心照顾岳父。岳父不
幸去世后，满玉清和妻子在悲伤之
余又主动操持料理后事，成为一家
人的精神支柱。前几年，满玉清的
岳母因意外造成大腿骨折，在滨医
附院手术住院期间，满玉清夫妇主
动承担了大部分医疗费用，家里的
兄弟姐妹也分工合作日夜照顾老
人，帮助老人尽快恢复健康。

近年来，随着岳母的年龄逐渐
增大，身体已不如从前，行动不便，

生病感冒偶有发生。满玉清和妻子
考虑到老人独自在家无人照应，便
将其从老家接来一同居住，便于照
顾生活起居。

由于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加
上陈素梅也身体不好，2021年春节
前两天，满玉清的内弟便接岳母回
家过年。没想到，大年初一老人患
急性疝气，被紧急送到滨医附院做
手术。由于身体原因，陈素梅也无
法照顾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下，全
家人患难与共，团结一致，满玉清更
是跑前跑后，为岳母办理住院事宜，
术前签字也是满玉清签的。

手术后的第一天，是最需要耐
心和悉心照料的时候。满玉清不
顾多日忙碌的辛苦，坚持陪床，他
说自己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了解病
人也熟悉医院，能够更全面地照顾
老人。这段时间，满玉清不仅要照
顾住院的岳母，还要照顾患病的妻
子，此中辛苦可想而知。尽管如
此，全家人却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互相鼓励，坚信困难都会过
去。

多年来，每年春节满玉清都将
父母接来一起过年。他和妻子用爱
和实际行动影响着兄弟姐妹，将大
家凝聚在一起，也让这个大家庭更
加和谐温暖。

2018年，满玉清的儿子从部队
转业，儿子和儿媳一同回到滨州工

作，与满玉清夫妻住在一起。2018
年8月，满玉清的孙子出生，由于全
家人都需要工作，只好请保姆照看
孩子。儿子满意、儿媳梁晓丹工作
都很忙，经常加班。特别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儿子在滨州市
疫情处置指挥部工作，不分昼夜坚
守岗位，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几乎
天天吃住在单位。

满玉清十分理解儿子的工作，
他全力支持儿子做好本职工作，自
己则主动承担起照看孩子的重任。
儿媳梁晓丹只要不加班，就赶紧回
家，做家务、看孩子，支持丈夫工
作。得益于全家人在生活中能够相
互照顾，满意也得以全身心地投入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满玉清夫妇除
了照顾双方老人，还要照看小孙子，
虽然忙碌辛苦，但他们感觉很充实，
很幸福。

满玉清一家是“平等和谐，孝老
爱亲”的大家庭。多年来，夫妻二人
始终坚持“双方老人同等孝敬”的原
则，主动挑起孝敬双方老人的重担，
与兄弟姐妹们共同履行赡养义务，
让老人们乐享晚年。全家所有成员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积极分担家庭
事务，家里干净整洁，井井有条，大
家庭生活和谐美满，树立了良好家
风，弘扬了时代新风，发挥了示范带
头作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高 倩 报道）随着 2021—
2022年度采暖季日益临近，为保证
广大热用户如期顺利用暖，近期，滨
州热力有限公司开始陆续发放收费
通知，请各用热单位和205个收费
到户试点小区热用户注意查看。

缴费时间、方式及缴
费标准

用热单位需在10月15日前，按
照热力公司提供的样表，报送本采
暖季《供热报停申请表》《用热平面
图》及《用热变更申报表》。为方便
用热单位办理缴费事宜，本采暖季
实行分期分批错峰收费，用热单位
按照收费联系函通知的时间，到指
定营业网点签订《供用热力合同》即
可，需一次性足额缴纳本采暖季费
用。

收费到户试点小区（本采暖季
共205个）热用户缴费时间为10月
1日—10月31日。

用户可选择以下任一方式完
成缴费：关注滨州热力微信公众
号，选择在线服务——缴费；下载
滨州供热App，选择在线服务——

缴费；登录微信或支付宝，选择生
活缴费——暖气费；持用户卡号到
农商行、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缴
费；通过东营银行、建设银行网上
银行及手机银行缴费；热力公司各
营业网点均可办理缴费，用户可就
近选择。

本采暖季缴费标准，执行《关于
继续执行<关于城区集中供热价格
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滨发改
价格［2020］366号）文件规定（如有
新文件出台按新文件执行）：居民及
教育（财政拨款），22元／平方米（按
建筑面积）；商用及办公，32元／平
方米（按建筑面积）；低保户，15元／
平方米（按建筑面积；需持有“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

如何进行不用热报停
单位用户报停处理。当年不用

暖用户应在10月15日前，到单位或
物业填写《用热报停申请表》，办理
报停手续，单位或物业负责报停用
户供热管线断开。

收费到户试点小区热用户报停
处理。2021－2022采暖季不用热
的用户，请于10月15日前通过滨州
热力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滨州供
热App，或到热力公司客服营业厅
申请报停。对于逾期未报停且未缴
费的用户，热力公司将进行停热处
理，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热用户
自行承担。

根据《滨州市供热条例》规定，
报停不收取任何费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李斌 报道）今年
中秋假期期间，市文化和旅游局
工作人员走访部分景点发现，一
些不文明旅游行为仍然存在，如
将垃圾随意丢弃在景区路边和
绿化带内、机动车无序停放、纵
容幼儿踩踏景区草坪、携带宠物

却不系绳等，使美丽风景大打
“折扣”。

国庆节日益临近，在此，市
文化和旅游局呼吁广大市民朋
友，外出旅游时一定时刻把文明
揣在身上、记在心里，要像爱护
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公共环境，共
同营造文明旅游的良好氛围。

国庆节假期请文明出游

2021-2022年度采暖季缴费时间及标准确定

“市级文明家庭”满玉清、陈素梅家庭：

双方老人同等孝敬 家有难题同心解决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地见
效，9 月 24 日，滨州传媒集团工会联
合滨州龄航口腔医院，为本单位职工
以及职工家属进行了免费口腔体检，
助力职工身体健康。

在滨州传媒大厦一楼演播室西
厅，来自龄航口腔医院的医生耐心地
向职工讲解了如何正确保护牙齿和
口腔健康，并针对职工各自检查的结
果提出“一对一”专业诊疗指导意见，
极大地提高了职工们的口腔保健意
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丹丹 摄影）

滨州新闻人及家属滨州新闻人及家属
乐享免费口腔体检乐享免费口腔体检

垃圾筒近在咫尺垃圾筒近在咫尺，，垃圾却随手乱丢垃圾却随手乱丢。。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娜 报道）9月24日晚，滨州市
首届“虾跃渤海湾”摄影比赛评
选结束，100幅优秀作品新鲜出
炉。9月27日—29日，“虾跃渤
海湾”获奖摄影作品展将在“第
二届滨州对虾节”期间展出，同
时在滨州网进行线上展出。

由滨州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滨州市文联主办，滨州市摄
影家协会、滨州日报·滨州网、渤
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本次
摄影比赛，自8月28日开始，至9
月20日结束，其间滨州网投稿系
统共收到来自全市摄影爱好者的
1500余幅作品。经过评委们精

挑细选，最终评选出一类作品20
幅、二类作品30幅、三类作品50
幅。这些作品聚焦近年来滨州对
虾培育、科研、养殖、收获、加工、
销售等产业链，以及对虾产业带
给群众生产、生活的积极影响，集
中展现了滨州沿海和沿黄流域对
虾养殖产业的规模、成就和“滨州
对虾”的品牌培育工作。

滨州地处渤海湾，黄河贯穿
全境，众多的浅海、滩涂、水域资
源为滨州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
条件和独特优势。近年来，滨州
充分发挥依河傍海的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现代渔业，围绕着对
虾、贝类、丰年虫等传统优势产
业，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提升科
技支撑能力，在推进高效生态现
代渔业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成
效，也打造了很多亮点。尤其是
滨州的对虾养殖产业，在规模、
产量、技术、品质、效益等方面，
都在全省同行业内达到领先水
平。

滨州首届“虾跃渤海湾”
摄影比赛评选结果揭晓

共评选出100幅优秀作品，将于9月27
日—29日展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陈雨荷 报道）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讴
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
斗历程，近日，沾化区第一实验

小学举办了“童心向党·唱支红
歌给党听”活动。

百年风雨沧桑，百年阔步前
行！活动中，精彩节目一个接着
一个，学生们用激昂嘹亮的歌声
唱响红色经典歌曲，歌颂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唱出了新时代少年
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以及坚定跟
党走的信心。

沾化区第一实验小学举办
“童心向党·唱支红歌给党听”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王慧丽 报道）为持
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保障国庆
节期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
期，滨城区市场监管局集中开展
了节庆行业市场整治行动。

行动中，该局根据迎接卫生
城市复审的相关要求，对辖区

“八小行业”进行了重点督查，围
绕证照公示、健康证办理、超范
围经营、宣传氛围等九个方面进
行重点检查，促进“八小行业”进
一步规范。同时，突出对商场超

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餐饮酒
店等重点场所，水产品、肉类和
肉制品、乳制品、酒类、糕点、食
用油等节日热销食品的监督抽
检和执法力度，严防不合格食品
流入节日市场。重点排查肉、
米、月饼等节令食品是否存在过
期变质、是否按贮存条件存放、
是否履行进货查验等，重点检查
许可资质、索证索票、加工操作
等环节，严厉打击经营“三无”食
品违法行为。

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中整治节庆行业市场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