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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两年看不清东西了，多亏有
红十字会和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实施的
眼底病光明工程，给我的眼睛做了手术，
保住了我的视力，减轻了家庭负担，真是
太感谢了！”近日，在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
院做完眼底玻璃体切割手术的73岁老人
李玉亭激动地说。

李玉亭提到的眼底病光明工程，全名
为“慈孝暖夕阳——眼底病光明工程”，由
滨州市红十字会、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
金会主办，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具体实
施，每年都会救助约50名的贫困老年眼底
病患者。自2012年开展以来，该工程已经
累计救助505人，总救助费用达210余万
元，惠及滨州市多个县市区的贫困眼底病
患者。

眼底病光明工程为滨州贫困
眼病患者送去光明和希望，2021
年共救助贫困老年患者56名

2021年6月，家住惠民县李庄镇的70
岁老人宋光秀感觉自己的右眼视力下降
很厉害，于是在女儿的陪同下到滨州沪滨
爱尔眼科医院检查。经诊断，宋光秀的右
眼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需要进行手术治
疗。可面对数目不小的手术费，一直靠政
府补助维持生计的宋光秀犯了难。得知
宋光秀是低保对象后，医院立即帮她申请
了眼底病光明工程的救助费用。在医护
人员的帮助下，宋光秀顺利完成了手术。

“谢谢医院对我母亲各方面的照顾，不但
挽救了我母亲的眼睛，还帮我们申请了救
助，真是太感谢了。”宋光秀的女儿路玉晶
说。

同样受益的还有家住惠民县石庙镇
的李孝鲁老人。他已经74岁，左眼为黄斑
前膜，右眼为视网膜脱离，看东西模糊，住
院时情况比较严重。李孝鲁无儿无女、没
有收入，靠低保政策生活。眼睛视力的快
速下降，让李孝鲁感到生活更加暗淡。得
知这一情况后，坐诊医生向医院反映，医
院相关工作人员辅助患者家属向滨州市
红十字会提出申请，经过严格审核及家庭
实际情况调查，李孝鲁成功申请到了眼底
病光明工程的救助名额，顺利完成了玻璃
体切割手术，术后重见光明。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像李玉亭、宋
光秀、李孝鲁一样，受到眼底病光明工程
救助的老年患者共有56名。这些患者有

的是城乡低保对象，有的是农村特困供养
人员，有的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的是因
遭受不可抗力因素致贫返贫的困难群众，
他们不仅家庭生活困难，而且大多多病缠
身，无力负担眼底病诊治的医疗费。经眼
底病光明工程救助后，大部分的医疗费已
不用自己出，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家庭负担。

救助工程针对50周岁以
上家庭贫困的眼底病患者开
展，有效减轻了贫困眼底病患
者的家庭负担

眼底病指的是发生在玻璃体和视网
膜的疾病，是造成视力低下和失明的主要
病种。眼底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非常重
要，但是，很多老年患者往往由于长时间
疾病的拖累导致家庭困难，又因眼睛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导致永久性失明。
可以说，患上眼底病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眼底
病二科主任张立华对眼底病和白内障的
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承担
着“眼底病光明工程”部分患者的救治工

作。他说：“眼底病的治疗花费相对比较
高，完成一个玻璃体切割联合白内障手术
需要近2万元费用，医保报销后还需要自
费不少钱，这对于贫困患者来说是很大的
经济负担。”

面对这样的情况，滨州市红十字会自
2012年开始在滨州全市范围内发起实施

“眼底病光明工程”。市红十字会筹集专
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手术治
疗，每年救助50余名50周岁以上家庭贫
困的眼底病患者，除去医保报销费用外，
每人救助治疗费用补贴不超4000元，有
效减轻了贫困眼底病患者的家庭负担。

在博兴县红十字会的助力下，2018
年，同样一直在关注贫困眼底病老年人的
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加入“眼底病
光明工程”，承担起救助的专项资金，每年
向市红十字会捐赠20万元救助基金，专项
用于滨州市范围内患有眼底病的贫困老
年人的救治，确保了工程的持续实施。自
此，这一慈善工程又有了一个新名字——

“慈孝暖夕阳·眼底病光明工程”。
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刘爱蓉表示，慈善事业是人类爱心的生动

展现，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推进科学发展、
保障改善民生、促
进社会和谐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乐安慈孝基金会就是大
家的公益平台，希望通过“慈孝暖夕阳
——眼底病光明工程”这样的公益活动，
呼吁社会各界有责任感的企业和爱心人
士，能积极加入慈善活动中，将公益活动
引向深入。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
将持续开展更多更有意义的公益项目，为
公益事业奉献更多力量。

市红十字会、乐安慈孝公
益基金会、滨州沪滨爱尔眼科
医院三方齐心协力开展救助工
程，进一步提升了困难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

为高质量完成好每年的眼底病光明
工程救助活动，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成
立了专项领导小组，根据各部门要求，严
格把控救助标准，确保困难患者救助手续
真实完备，切实把救助资金用到最需要、
最困难的患者身上；成立了由滨州市红十
字、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挂牌的

“眼底病光明工程”定点门诊，安排专人负
责给贫困眼底病患者办理救助手续，并负

责对项目救助资金的讲解宣传工作；在治
疗环节严把手术质量关，确保手术一例，
患者满意一例。同时，医院还在住院、交
通等方面为患者提供便利服务。

“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作为滨州市
红十字会委员单位，以及一家专业的眼科
诊疗机构，理应积极践行‘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感谢市红十字会搭建起项目平台，感谢乐
安慈孝公益基金会对患者的无私奉献。”
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健康教育服务部
副主任代敏说。她表示，医院将继续组织
精干医疗团队，使用最先进的诊疗设备，
不折不扣地实施好眼底病光明工程，让更
多的贫困患者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红十字会积极促成沪滨爱尔眼科医
院和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眼底
病光明工程，就是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初心使
命。”滨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李
亮说，市红十字会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事业
平台，有责任有义务把眼底病光明工程这
一项目运作好。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继
续做好救助金的管理和使用工作，做好对
救助对象的审核、审批和日常工作监督，
做好项目的社会宣传和推介，帮助更多困
难眼底病患者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进一步提升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为“健康滨州”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2012年至今，“慈孝暖夕阳·眼底病光明工程”已连续开展10年，总救助费用达210余万元

全市已有505名贫困老年眼病患者获得救助重见光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李梁 赵海英

▲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成立“眼底病光明工程”定点门诊。
◀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医生为家庭贫困的老年眼底病患

者进行手术治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博兴县人民政府批准，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4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其他要求：
2022-I002 地块属于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

程-疃子村移民安置区项目，地块需建设安置房

788套，其中160型86套、120型72套、120+60型分

别308套。建设完毕后，由政府统一安置。地块成

交后，由竞得人负责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及专家评审等工作。地块应按照县住建局出具的

建设条件意见进行开发建设。

2022-I003地块按土地现状出让，本地块须建

设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土地投资等指标具体要

求应符合《滨州市“标准地”控制性指标》、《关于博

兴县仓储等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补充意见》

等有关要求。

2022-I004地块按土地现状出让。

2022-I005地块按土地现状出让，土地投资等

指标具体要求应符合《滨州市“标准地”控制性指

标》、《关于博兴县仓储等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的补充意见》等有关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滨州市博兴县

土地而未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开发的除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三、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jypt.bzggzyjy.

cn/bzweb/）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博兴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交易室申请办理数字证书

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

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系统

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2年2月21日16时30分

00秒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

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2月

21日16时30分00秒。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22-I002地块：2022年2月13日9时00分

00秒至2022年2月23日9时05分00秒;

2022-I003地块：2022年2月13日9时00分

00秒至2022年2月23日9时10分00秒;

2022-I004地块：2022年2月13日9时00分

00秒至2022年2月23日9时15分00秒;

2022-I005地块：2022年2月13日9时00分

00秒至2022年2月23日9时20分00秒。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博兴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只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

审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2309501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543-2395265

联系人：韩先生

博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2397297

联系人：孙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2397297

联系人：孙女士

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博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月24日

编号

2022-I002

2022-I003

2022-I004

2022-I005

不动产单元号

371625003039GB00029

W00000000

371625101021GB00008

W00000000

371625106013GB00010

W00000000

371625106013GB00011

W00000000

土地位置

新城二路以东、博城八路

以南，锦秋街道西隅社区

西南

乔庄镇落车李村西南角、

乔博路以东

205 国道以西、柳辛路以

北，湖滨镇姜韩村北

205 国道以西、柳辛路以

北，湖滨镇姜韩村北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仓储用地

仓储用地

仓储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50

50

50

出让面积

（平方米）

50238

52339

3784

29904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不大于1.6

不小于1.0

不小于1.0

不小于1.0

建筑密度

不大于28%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绿地率

不小于35%

不大于20%

不小于20%

不小于20%

增加幅度

（万元）

76

79

6

45

起始价

（万元）

10249

654

72

57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249

654

72

571

博兴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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