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兴县

（12）
锦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锦秋街道湾头驻地（博兴六中西邻）

博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新城二路北首王楼新村

城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城东街道相公堂社区

庞家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庞家镇卫生院（庞家镇广龙大街 175号）

店子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店子镇卫生院内

乔庄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乔庄镇政府驻地

兴福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兴福镇兴福曹纯路 3号

湖滨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湖滨镇中心路 4号（湖滨中心卫生院大门口东侧）

曹王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曹王中心卫生院

吕艺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吕艺镇闫高路 1号

纯化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纯化卫生院公卫楼一楼东北角

陈户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博兴县陈户镇官闫村

高新区

（2）

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康路 377号

青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田街道办事处幸福路28号

惠民县（15） 孙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惠民县城南环东路 2号

何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何坊街道何坊村

姜楼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姜楼镇政府驻地

石庙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石庙镇石庙董村

李庄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李庄镇政府驻地

桑落墅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桑落墅镇开发区

清河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清河镇人民政府开发区

胡集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胡集镇艺康街 8号

胡集镇卫生院陈集分院发热哨点诊室 胡集镇陈集村

辛店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辛店镇黄赵村

麻店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麻店镇开发区迎宾路路东

皂户李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皂户李镇政府驻地

魏集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魏集镇魏集村

大年陈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大年陈镇大年陈村

淄角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淄角镇开发区

高新区（2）

阳信县

（10）
金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阳城三路西湖花园1115号

信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阳城二路 501号

商店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商店镇政府驻地兴商一路路北卫生院北门

劳店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劳店镇府前街 5号卫生院西门

温店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温店镇幸福三路11号

翟王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翟王镇翟王村东首

洋湖乡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洋湖乡平安一路与阳光二路交叉口东北50米

河流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河流镇月海一路河流镇中学北侧

流坡坞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流坡坞镇温阳路 008号 1排 001号

水落坡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阳信县水落坡镇龙兴二路212号5排12号

无棣县

（12）
海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海丰街道广源大街中段

棣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海丰十六路与棣新八路交叉口（馨怡农贸市场北邻）

信阳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信阳镇政府驻地（庞张村西邻）

柳堡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柳堡镇政府驻地

西小王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西小王镇政府驻地

小泊头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小泊头镇政府驻地

水湾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水湾镇政府驻地

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埕口镇鲁北化工大门北

碣石山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碣石山镇政府驻地

佘家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无棣县佘家镇政府驻地

马山子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马山子镇北海大街以北港城路以东

车王镇中心卫生院发热门诊诊室 无棣县车王镇镇政府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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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
旭阳 通讯员 孙镇委 报道）1月13
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召开文化和
旅游系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部署会，要求在全市文
化和旅游系统开展一次大体检，
针对文旅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特
点，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围绕“七个严查”内容，深挖
安全生产隐患苗头，确保系统平
稳有序。

又讯（通讯员 王涛 张忠莹 雷
灿 报道）为贯彻落实省、市安委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专题会
议精神，按照部门职责要求，1月
13日，市工信局成立了工作小组，
联合县区工信部门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对滨城、邹平、沾化、惠
民、无棣的相关技改化工项目、民
用爆炸品，盐业企业、船舶制造企
业进行了实地督导检查，切实维
护稳定的安全生产形势。

我市文旅和工信系统
部署开展安全生产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张治国 王峰 刘杰 报道）1月
13日，全市公共资源交易融资服
务座谈会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举行，会议采用“主会场+分会场”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座谈会上，公布了2020年融
资服务平台年度分析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市
公共资源交易融资服务平台共有
入驻金融机构17家，为79家本地
企业办理无抵押信用融资贷款
1.49亿元，其中2020年办理融资
贷款1.17亿元。目前，我市公共
资源交易融资额在全省位列第一
方阵，排名第二位。

滨州公共资源交易融资额
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一、对发热患者的要求
1.如有发热、咳嗽症状，要到

设置发热门诊或发热哨点诊室的
医疗机构就诊。

2.如果到村卫生室或社区卫
生服务站问诊，要主动登记，并在
乡村医生指导下，到就近的发热
门诊或发热哨点诊室，主动向医
生说明情况，配合就诊。

3.就诊途中，要全程佩戴口
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量
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距离，随时
保持手卫生。

4.不要自行用药，避免贻误
诊治。

二、发热患者就诊流程
1.进入发热门诊或发热哨点

诊室前进行体温筛查。
2.由预检人员引导患者（除

急诊外）按指定路线至发热门诊
或发热哨点诊室就诊。

3.信息登记。询问并登记患
者的姓名、性别、体温、身份证号、
手机号、居住地址等基本信息，询
问流行病学史，并进行核酸、血常
规采样和检测。

4.发热患者在核酸检测报告
结果反馈前，要按照“一人一室”原
则到隔离留观室，排除新冠病毒感
染后，方可进入其它诊疗场所。

5.对核酸检测阳性的，发热
门诊应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
转诊至市级定点医院诊治。检测

结果阴性的，可继续进行后续治
疗。

三、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要求

1.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站、医务室、门诊部、诊所、民营医
院等，未规范设置发热门诊或发
热哨点诊室的，一律不得接诊发
热患者。

2.村卫生室、各类诊所、药店
等“哨点”，发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的人员，2小时内必须向乡镇卫生
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告。乡
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做好发热、咳嗽病例的核酸采
样，并尽快送至县级具备核酸检测
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检测。

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显
要位置张贴疫情防控明白纸，规
范设置预检分诊处，对所有就诊
患者进行体温测量，严格做好分
诊分流和风险管控。

4.乡村医生及药店工作人员
要认真做好发热患者就诊引导，
对购买退烧、止咳药品人员信息，
做好购药人和用药人实名登记。
每日11点、17点分别将发热患者
登记信息汇总报当地县市区卫生
健康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月14日

关于加强发热患者及基层“哨点”管控措施的通告

滨州市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级别） 所属县域 单位地址 值班电话

1 滨州市人民医院（三级甲等） 滨城区 滨州市黄河七路515号 0543-3415367

2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三级甲等） 滨城区 滨州市黄河二路661号 0543-3256719

3 滨州市中心医院（三级甲等） 惠民县 惠民县南环路108号 0543-5361273

4
滨州市滨城区市立医院（二级甲等）

暂时停诊
滨城区 滨州市黄河十五路 1171号 0543-5167320

5 滨城区人民医院（二级乙等） 滨城区 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五路59号 0543-3513446

6 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参照三级管理） 沾化区 滨州市沾化区富电路339号 0543-7314003

7 滨州市沾化区中医院（二级甲等） 沾化区 滨州市沾化区沿河路452号 0543-8602338

8 邹平市人民医院（参照三级管理） 邹平市 邹平市黄山二路22号 0543-4363092

9 邹平市中医院（三级甲等） 邹平市 邹平市黛溪西路18号 18663089737

10 邹平市中心医院（二级甲等） 邹平市 邹平市魏桥镇清河一路491号 0543-4734760

11 邹平市妇幼保健院（二级甲等） 邹平市 邹平市醴泉六路166号 0543-7078020

12 惠民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 惠民县 惠民县开发区孙武五路396号 0543-5059921

13 阳信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 阳信县 阳信县阳城三路674号
15263006289
15263006277

14 阳信县中医医院（二级甲等） 阳信县 阳信县阳城八路以南河东一路以西 18866495240

15 无棣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 无棣县 无棣县海丰十四路中段 0543-6338489

16 无棣县中医院（二级甲等） 无棣县 无棣县棣新一路2-59号 0543-7056924

17 博兴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 博兴县 博兴县胜利二路1号 0543-2600218

18 博兴县中医医院（二级甲等） 博兴县 博兴县新城二路以西、博昌四路以北 13754659557

19 博兴县第二人民医院（二级乙等） 博兴县 博兴县陈户镇乔博路25号 0543-810215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报道）1月13日，“滨州市‘十
三五’成就巡礼”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举办第七场。记者在会上获悉，

“十三五”以来，滨州文旅系统积极
作为，成果丰硕。

儿童剧《九色鹿》、吕
剧《李二嫂改嫁》等剧目在
全国巡演26场

“十三五”期间，我市先后创作
近10部大型优秀剧目、20余部小
戏作品、795件曲艺、歌舞等作品，
《兰桂飘香》《游百川》《烈烈渤海红》
等作品获国家级、省级奖项。探索

“院团+院线”市场化道路，儿童剧
《九色鹿》、吕剧《李二嫂改嫁》等剧
目在全国巡演26场。

我市4家剧场成功列入省市县
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试点剧
场，数量居全省第一，滨州大剧院建
成3年以来提供演出144场。打造

“周末戏相逢”品牌活动，累计开展
惠民演出64场；落实“戏曲进乡村”
惠民演出2万余场次。

目前，全市公共文化设施全覆
盖。现有市县图书馆、文化馆16
个，博物馆18个，全市 90个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均达到二级站以
上标准。沾化区文化馆列入国家县
域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
合试点；创新出台《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管理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被省文旅厅发文推广。

滨州市公共文化“云
平台”建成投用

“十三五”期间，全市地面数字

电视全覆盖，累计完成4.4万贫困
户电视信号通达。加大“滨州人游
滨州”旅游年卡推广力度。开设了

“滨州文化大讲堂”，共举办286期。
连续五年，推出了“欢乐滨州迎

春文化荟”品牌节庆活动与青少年
校外“研学游”项目假期“博学荟”；
举办“黄河风情带文化艺术季”系列
活动56场，新创黄河号子音乐作品
《号子一声老么好》，入选2020年度
省群众艺术优秀新创作品；开设“孙
子文化讲堂”，设立“孙子书库”。

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线
上图书资源、文化慕课、优秀抗疫作
品展播等多项“云服务”供市民免费
使用。滨州市公共文化“云平台”建
成投用，可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文化
服务，市图书馆实现支付宝芝麻信
用借还及人脸识别借还功能，市文
化馆被列入山东省数字文化馆平台
建设试点单位。

渔鼓小戏《老邪上任》
获“群星奖”，胡集镇、洋湖
乡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

发布会透露，我市现有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5家、省级49家、市
级58家（新增38家），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5项（新增
11项）、市级186项（新增30项）。

在全省出台首部革命遗址遗迹
保护的市级地方性法规《滨州市渤
海老区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
《滨州：地方立法构建地方革命文物
保护的天网》入选2020全省革命文
物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相关经验在
全省推广。六个县（市、区）被列入
国家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分县名单。建立文物建筑消防安全
年检工作机制，开发完成全市文物
管理系统，新增全市文物保护单位

GIS卫片安全检查，开发全市文物
分布电子地图系统，《多措并举探索
文物保护利用新途径》入选2020年
度全省文旅工作典型案例。

渔鼓小戏《老邪上任》获全国群
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群星奖”，
获评2019年度山东省非遗保护十
大亮点工作，沾化区黄升镇被评为
全省“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兴”
典型乡镇，惠民县胡集镇、阳信县洋
湖乡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和第五批“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博兴县吕艺镇（吕剧）被评为
第五批“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十三五”期间，我市
接 待 游 客 人 数 增 长
44.19%，旅游总收入增
长70.68%

发布会介绍，我市打造“智者智
城”城市品牌，与北京绿维集团合作编
制我市文化和旅游项目。促成惠民县
与上海景域和北京华控签署孙子文化
旅游综合体项目建设框架协议。

加快形成“一带三区”文化和旅
游产业发展新格局。全市A级旅
游景区从24个增加至65个，博兴
打渔张森林公园、麻大湖景区、惠民
县魏集古镇旅游区等获评国家4A
级景区，惠民县、博兴县成功创建山
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京博控股、愉
悦家纺、中裕和阳信瑞鑫成功创建
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山东魏
集古村落旅游文化有限公司等8个
单位成功创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创建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6
个、示范园区4个。

打响“忆乡愁，看滨州”品牌，完
成滨城区三河湖乡村旅游集群片
区、沾化区徒骇河沿线乡村旅游集
群片区等8个乡村旅游集群片区规
划编制，西纸坊成功创建第二批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整合乡村旅游
资源，形成乡村旅游一日游、两日游
旅游线路，我市先后获评“2018中国
最佳乡村旅游示范城市”“新时代·
中国最美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编印《文化旅游重点招商项目
手册》，建立招商项目库，完善文化
旅游产业“三图三库”；组织开展
2019滨州市文旅产业投融资大会，7
家重点文旅集团与我市8个文化旅
游投融资重大项目集中签约。2019
年，实现签约项目2个，签约立项总
金额达79.45亿元，到位资金8.88亿
元。2020年，引进项目14个，到位
资金13.14亿元。连续举办四届文
化惠民消费季，签约企业348家，直
接拉动文旅消费4000余万元。

市文旅局连续2年荣
获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先
进集体

文旅市场监管更有力。新增山
东省4A级旅行社1家，3A级2家，
山东省智慧旅行社3家，星级饭店5
家。3名好游客、3名好导游入选

“中国好游客、中国好导游”；2015
至2017年，全市共获评“山东省文
明旅游先进单位”17个。

组织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
保障行动、联合执法治理行动。开
展“清源”“净网”“固边”“秋风”“护
苗”五大专项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剑网2020”专项行动等。市文
旅局连续2年荣获全国“扫黄打非”
工作先进集体，连续11年获评全省
先进集体。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被国家版权局表
彰为2019年度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
件有功单位。共创建“扫黄打非”进
基层站点4587个，提前一年实现“扫
黄打非”进基层全覆盖目标，创全国
示范点2个，全省示范点19个。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十三五成就巡礼

“十三五”期间我市旅游总收入增长70.68%

县市区(90) 发热哨点诊室名称 发热哨点详细地址

滨城区

（12）
北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市黄河三路渤海五路东 300米路南

市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市黄河二路渤海七路路口向西100米路北（原乔昌办公院)

市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市长江二路渤海十三路双湖贵苑东沿街

市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城区渤海五路 659号

彭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市渤海九路黄河十路交叉口向南五十米路西

梁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城区黄河七路1169号

杜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市黄河二路渤海22路路口东北角（滨州市黄河二路291号）

里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市里则街道办事处中心路20号

滨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张木匠村

三河湖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滨城区三河湖镇永莘路 119号

杨柳雪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滨城区杨柳雪镇北外环路 195号

秦皇台乡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滨城区秦皇台乡永莘路 217号

沾化区

（11）
富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沾化区沿河路 6号（沿河路北首）

富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沾化区富源街道大卢王新居

泊头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沾化区泊头镇泊黄路 2号

下洼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下洼镇中兴苑路 1号北门西侧

黄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沾化区黄升镇黄三村

利国乡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利国乡卫生院（利国乡政府驻地）

冯家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沾化区冯家镇丰海路 273号

下河乡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下河乡卫生院（下河乡政府驻地）

大高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市沾化区大高镇流钟村

滨海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滨海镇富大路7号 卫生院东侧

古城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古城镇商业路 2号

邹平市

（16）
黛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黄山二路 320号院内

黄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鹤伴一路与醴泉五路交汇处

高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高新街道会仙二路 460号

西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西董街道中心路32号

好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好生街道白云一路51号

长山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长山镇长丰路 318号

台子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台子镇台莱路 1号

韩店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韩店镇金玉大道 204号

青阳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青阳镇中心路 321号

码头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码头镇黄河二路 966号

九户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九户镇利民三路 413号

明集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明集镇明旺路94号

焦桥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焦桥镇金桥路 234号

临池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临池镇万通达路 224号

孙镇中心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孙镇清河二路 2号

魏桥镇卫生院发热哨点诊室 邹平市邹魏路 386号里八田村驻地

滨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哨点诊室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报道）1月14日晚，全市疫情防
控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市卫健委召
开，针对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进一
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张宝亮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宝亮强调，要强化防控基
层基础，切实做到“人物同防、突
出农村”，抓好境外、省外输入人
群和重点人群防控工作，强化入
滨进口冷链食品检测，补齐农村

地区防控设施短板；要强化疫情
应急处置，强化专业队伍建设，规
范设置隔离场所，做好防控物资
储备，完善应急处置体系，确保能
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要强
化工作督导落实，逐级落实防控
责任，抓好督查指导，强化宣传引
导，积极作为、协调联动，确保各
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郝吉虎、赵永生、曹玉斌、王
进东参加会议。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推进视频会议要求

抓好输入人群重点人群防控
补齐农村地区防控设施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