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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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把朝阳
助学、大病救助、康复助医等一系列
慈善救助项目列入“12156”民生实
事。日前，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
这些项目均在有序推进，惠及广大
群众。

“朝阳助学”项目开展
16年来已帮助8141名贫
困学子圆梦大学，今年首次
将专科新生纳入救助范围

2021年7月，市民政局、市慈善
总会、市扶贫办开展第17届“朝阳助
学”项目，发放助学金120万元，救
助学生455人。而这已经是市民政
局连续16年开展“朝阳助学”项目，
为低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孤儿等
困难群体发放助学金。截至目前，
该项目已累计支出善款3983万元，
帮助8141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相比往年的助学活动，本年度
“朝阳助学”项目救助范围更加广
泛。全市城乡低保对象、脱贫帮扶
对象和监测帮扶对象中参加2021
年高考，并被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本
科及专科新生，可以申请一次性新
生入学救助，其中本科每人救助
5000 元，专科每人救助 2000 元。
这是首次将专科新生纳入救助范
围。

同时，为方便申请者，本年度
“朝阳助学”项目支持在线申请、在
线审核。学生可以通过“e家大救
助”平台提出线上救助申请，县市区
社会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对申请者提
报的相关信息进行线上核对，并联
合教育、扶贫、工会、红会等部门进
行救助复核，确保不漏救1人、不错
救1人。

今年1—8月，全市中
华慈善总会援助发药点共
发放药品49553片，折价
592万元

每周二，市优抚医院综合楼都
会固定出现一些前来领药的人，他
们是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的
服务对象。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

项目，是针对部分低保、低收入肿瘤
和白血病患者开展的慈善救助项
目，符合申请条件的患者可到指定
发药点领取免费援助药品。

“前几年滨州没有设立援助药
品点，滨州的患者要去济南领药，相
当不便。”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介
绍，为帮助滨州籍恶性肿瘤患者和
重大疾病患者就近领取治癌药物，
2017年12月，我市向中华慈善总会
提出申请，选定市优抚医院作为发
药点，为低保家庭中符合用药条件
的细胞瘤、肺癌、白血病患者免费发
放治疗药物。自2017年以来，共发
放易瑞沙、泰瑞莎、格列卫、达希纳、
爱必妥 5 类 6 个规格的药品共计
207244片，折价2768万元。

本着交通便利、方便患者、规范
设立的原则，发药点设在市优抚医
院综合楼一楼。同时，发药点还精
心挑选了多名专业药师担任发药
员，负责药品的接收、发放、盘点等
工作，固定每周二的上午8:00至下
午5:30为发药时段。

2021年，“开展中慈癌症类药物
发放工作，为低保家庭中符合用药
条件的细胞瘤、肺癌、白血病患者免
费发放治疗药物”被列入市政府工
作报告“12156”民生实事。2021年
1—8 月，全市发药点共发放药品
49553片，折价592万元。

“大病救助慈善行”项
目已支出善款 133.6 万
元，救助大病患者489人

为减轻大病患者家庭负担，市、
县（市、区）民政与慈善部门发起“大
病救助慈善行”项目，对困难家庭中
身患癌症、尿毒症、白血病等大病的
患者实施慈善救助。2021年，该项
目被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12156”
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市已支出
善款133.6万元，救助大病患者489
人。项目将持续全年，为更多濒临
绝望边缘的患者家庭送去希望。

记者从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大
病救助慈善行”项目资金均为社会
捐赠资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按
照属地救助原则，由市级、各县市区
分别救助。有意申请者可以通过“e
家大救助”平台提出线上救助申请，
也可以到市、县（市、区）民政部门、
慈善总会提出书面申请。各级民政
部门、慈善总会按照权限履行信息
初核、现场复核、公示等程序，公示
无异议后实施救助。

实施“康复助医工程”，
已救助肛肠病患者、慢性病
患者、眼病患者768人次

今年，“实施康复助医工程，对低

保、特困供养对象等困难群体中的慢
性病、肛肠疾病、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
救治”被列入市政府工作报告“12156”
民生实事。截至目前，该工程已筹集
救助资金66万元，救助肛肠病患者、
慢性病患者、眼病患者768人次。

其中，肛肠病患者救治对象为参
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低保、特困、
脱贫帮扶对象和监测帮扶对象（以扶
贫部门认定为准）、特殊困难群众及
复退军人中患有肛周疾病的患者。
申请者经确定符合手术条件的，均可
享受免费治疗，已救治患者295人。

慢性病患者救治对象为拥有滨
州户籍的60周岁以上贫困老年人
中，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
性关节炎、风湿或类风湿性关节炎、
颈椎病、肿瘤、高血压、冠心病、脑梗
死、肺源性心脏病、股骨头坏死康复
中任一疾病的患者。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及脱贫帮扶对象和监测帮扶
对象中相关慢性病患者免费接受治
疗。其他贫困家庭相关慢性病患者，
住院医疗费用经各类保险报销后，个
人自负费用的30%由市慈善总会承
担，其余医疗费用由救助对象自行承
担。目前已救治患者20人。

贫困眼病患者救治对象为参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低保、特困、脱
贫帮扶对象和监测帮扶对象及其他
困难群众中，符合手术条件的白内
障患者、角膜病（翼状胬肉）患者、泪
道病（泪囊炎）患者。患者住院医疗
费用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自负
部分由市慈善总会承担，患者免费
接受治疗。目前已救治346人，实
施救助手术453例。

为最大限度地方便和服务患
者，市民政局要求各承办医院成立
专门的医学筛查小组，深入各县市
区乡镇（街道）、村（居、社区）进行实
地筛查，确定符合救助条件的患
者。由医院指定专人负责患者申请
材料的收集与初审，并录入“e家大
救助平台”，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向患
者传达救助通知、安排患者入院治
疗、出院、复查等工作。此外，要求
各承办医院在救助过程中，不断提
高和精进医疗技术，让患者更加安
心，让家属更加放心。

我市多元慈善救助体系为困难群众提供兜底保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陈秀艳

近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下属的滨州禾丰高效生态产业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实施的“优
质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选育”项目
获得2020年度滨州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这一项目有什么科研成
果？有怎样的意义？带着问题，记
者走进园区，采访了项目负责人、园
区管理服务中心粮食作物与种质资
源研究室主任卢振宇，听他讲解项
目的实施过程。

顶着秋日的热浪，记者在园区
连片的玉米地里见到了正在工作的
卢振宇。他指着周围果实累累的玉
米株说：“这都是我们鉴定和筛选出
来的高产、优质、耐盐碱、抗逆性强
的玉米新组合。今年，这些玉米有
个好收成。”

在园区的育种田，记者看到，每

排玉米的长势都不同，有的植株高
大，有的根系发达，有的果穗又粗
又长，每棵植株都挂着写有编号的
粉红色或白色小牌，果穗上都套着
白色的纸袋。卢振宇解释说：“每
排玉米长势不同，是因为每排的育
种目标和选育品种的标准不同。
我们按照育种目标将玉米进行杂
交组合，然后以郑单958这一玉米
品种为标准对照种，旨在选育出产
量比对照高产5%以上，且具备抗
旱、抗倒、耐盐碱、耐低温等抗逆指
标，蛋白质、粗脂肪和赖氨酸等品
质检测项指标都优于郑单 958 的
新品种。植株上挂的小牌，粉红色
代表杂交，白色代表自交。小牌上
的号码就是选育品种的试验编号，
是试验材料的身份证。果穗套上
纸袋的作用是为了隔绝外来玉米

花粉的侵染，便于按照育种目标进
行人工授粉，确保育种试验材料的
准确性。”

卢振宇介绍，优质高产多抗玉
米新品种选育项目在2014年立项，
获得了2014年度山东省农业良种
工程项目的资金支持，于2018年5
月顺利通过了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专
家的验收。项目取得了多项科研成
果：成功创制了综合性状优良的玉
米育种材料16份，筛选出抗病自交
系育种材料12份，从根本上解决了
优质、抗逆、高配合力和适应性广的
玉米种质的匮乏问题；选育出比郑
单958增产5%以上优质高产多抗
的玉米新组合3个；申报发明专利2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项；开辟了
适于鲁北地区冬季玉米加代繁育的
新途径，有效解决了鲁北地区中小

企业和科研院所因财力不足而无法
“南繁加代”的育种难题；创立了抗
玉米粗缩病的强优势组合新模式，
强化了抗病自交系和抗病基因的发
掘及高效利用……

目前，该项目自主研发的多项
技术已在很多企事业单位得到推
广应用。其中，玉米高产栽培、春
玉米生产野鸡危害综合防治和北
方冬季玉米加代繁育等技术，在
2016至2019年累计推广种植面积
8.5 万亩，累计增产玉米 524.96 万
公斤，新增销售额944.93 万元，新
增利润568.40万元；发明的“一种
具有调节角度功能农业用玉米粒
筛 分 装 置 ”专 利 技 术 在 2018—
2020 年推广应用后，累计节本增
收4000余万元。

“优质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选育”项目摘得滨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听项目负责人讲述获奖背后的故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孙艳刚 韩彦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宋新文 于洋 报道）

“真是太感谢了，听取了你们的
建议后，我们每个月可以节省一
万元左右的电费，长年累月下
来，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10
月9日，纯梁采油厂小营注水站
负责人对国网滨州市滨城区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表达了谢意。

近日，国网滨城区供电公司
在开展量价费损诊断服务过程
中发现，位于滨州高新技术开发
区的纯梁采油厂小营注水站因
用电量降低，导致平均电价偏
高。通过分析，该户属于大工业
客户，选择按容量计收基本电
费，但实际最大需量值仅占变压
器运行容量的27%，与选择按实
际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相比，
基本电费增加了近一万元。了
解到这一问题之后，滨城公司立
即派专业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到
现场为客户讲解大工业基本电

费相关政策，通过沟通得知，该
用户自8月份开始，因生产设备
原因导致生产量下降，生产负荷
也随之降低，并且这种情况将会
持续很长时间，因此按容量计费
已不再合理。于是，供电所营销
员现场指导客户申请办理了基
本电费计费方式变更业务。

为帮助中小企业减负增效，
近年来，国网滨城区供电公司主
动提供各项增值服务，帮助中小
企业尽快度过疫情带来的经营
困难期。在电费电价方面，该公
司常态化开展量价费损诊断，根
据每月算费情况筛选平均电价
偏高的用户，分析该用户电价偏
高的原因，之后主动走进园区厂
房、中小企业了解用户生产情
况，为用户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切实降低用户的用电成本。

下一步，国网滨州市滨城区
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省市公司
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严格
落实降费减负各项措施，同时多
方对接客户需求，推出临时变压
器租赁业务，为客户省去设计、
招标、设备采购等环节，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

国网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

开展量价费损诊断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日前，山东昊鑫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校中厂”——昊鑫装配车间在
滨州市技师学院启用。该车间
的启用，实现了把企业车间搬
进校园，让学生出了教室就能
进车间。这是滨州市技师学院
开展“校企合作深化年”“产教
融合攻坚年”结出的又一硕
果。（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龙 顾金刚 摄影）

车间搬进校园车间搬进校园
教室搬进车间教室搬进车间

10月10日上午，滨州实验学
校2021级3班战狼志愿大队的小

志愿者们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在渤
海国际广场开展了“学习雷锋精
神 共创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小志愿者们不仅对
广场及周边道路、绿化带进行了
清扫，还到滨州爱心献血点了解
了血液构成、无偿献血流程、血液
检测等知识。（滨州日报/滨州网
记者 李默 通讯员 高成才 摄影）

小学生学雷锋
上街清扫卫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民 王云森 报
道）想要真正落实“双减”政策，
减轻学生与家长负担，提升课
堂质量是关键。以此为抓手，
惠民县清河镇中学举行了校长
教研工程“校际同课异构赛课”
活动。

活动中，东欣教育集团的两
位青年教师率先登台，为全体语
文教师带来两节初一语文课《秋
天的怀念》，展现了多彩的课堂
空间。在同课异构赛课过程中，
老师们仔细研究教材、研究学
生，因地制宜选择恰当的教学方
法，并及时与组内其他老师一起

探讨、查找资料，不断完善备课
和课堂教学过程。通过举行校
际赛课展示活动，有效增强了教
研组成员的沟通交流，提升了教
师的教研水平，推动了教师的专
业成长。

近年来，清河镇中学根据学
期教研计划，推行各类赛课制
度，级部每周定期开展校内公开
课、年级探究课、校长点名课活
动，全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课
堂实践，促进课堂质量提升。为
打造乡村教学名校，该校还通过
不打招呼的“推门听课”和学科教
研组长组织的“全员赛课”两种方
式，促进教师教学水平提升。

落实“双减”政策
清河镇中学让“赛课”唱主角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刘慧 报道）为进一步加强
幼儿对突发事故的灵活应变能
力，让幼儿从小培养消防意识，
掌握消防安全知识，10月9日上
午，沾化区下洼镇张家幼儿园开
展了消防安全疏散演练活动。

演练开始后，随着火灾警
报响起，各班幼儿在班主任老

师带领下，迅速撤离教室，有序
到达指定安全地点。整个演练
过程中，师生状态良好，没有发
生任何意外。活动结束后，各
班老师耐心地为幼儿讲解了消
防安全知识。活动的开展，切
实增强了师幼的消防安全意
识，规范了幼儿园的消防管理
工作。

张家幼儿园开展
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