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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创新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落户、服预备役等手续办理

退役“一件事”一次就办完
淄博1月6日讯 日前，第71

集团军某合成旅淄川籍大学生
士兵高俊杰退役。还没有从部
队动身，他就接到淄川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热
心地告诉他需要准备的各种材
料：“退役这个阶段一共16件具
体事项，只要你材料齐全，一个
小时就可以办完全部手续。”

果然，高俊杰回来报到时，
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坐了35分
钟，退役报到、基本养老及医疗
保险接续、组织关系转接、户口
恢复、服预备役等事项就全部办
齐了。而上述这些都是淄川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化“一次办
好”改革，创新推出退役“一件
事”，让退役军人只进一个门、只

跑一次腿即可办理完成所有事
项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高俊杰说，他现在淄川区人
武部担任民兵教练员，今年还可
以考取专门为大学生士兵量身
定制的事业编岗位，“想到的给
办了，没想到的也给办了。退役
军人‘一件事’一次办，真是太贴
心了。”

2021年以来，为深入做好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淄川区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创新开展军人
全生命、全覆盖、全方位“三全”
服务保障，实行镇、街道人武部
长兼任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认
真梳理军人从入伍、服役、退役、
就业创业、优抚优待到身后6个
不同生命阶段需要办理的85件

具体事项，分别归纳整理成“入
伍一件事”“服役一件事”“退役
一件事”“就业创业一件事”“优
抚优待一件事”“身后一件事”等
6个“一件事”，明确各个具体事
项的主办和协办部门，确保事项
全链条落到实处。

特别是针对秋、冬季退役士
兵回乡报到时间较集中，回来后
需要跑多个部门办理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落户、服预备役等多
个手续的实际情况，淄川区按照

“一次办好”要求，周密制定实施
方案，推进工作实施。淄川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制定了办事指南，
细化了工作流程，与组织、人武、
人社、医保、公安等部门密切协
作，在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专门

设置服务大厅，实行部门联合办
公，提供“一站式”场景化服务，
使退役军人只进一个门，一次性
办理所有事项，大大方便了退役
军人。

同时，淄川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把“退役一件事”与“就业创
业一件事”等集成办理，认真组
织退役士兵开展适应性培训、学
历提升、专业技能培训，参观区
内吉利新能源汽车、七河生物、
鲁维制药等优秀企业，特别是在
适应性培训结束时，接续组织退
役士兵专场招聘会，为退役士兵
量身打造工作岗位，实现退役即
就业，增强了退役军人获得感。

“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已
先后为13000余人次提供各类服

务，淄川区开展军人全方位全生
命周期服务保障的做法被国家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
近日，淄博市军人退役“一件事”
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淄川召开，推
广淄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
退役“一件事”改革先进经验
做法。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把
方便带给退役军人，把尊崇尊重
写到退役军人心中。我们还将
创新实施一系列改革举措，把退
役军人工作做得更好。”淄川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翟配海
介绍。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闫盛
霆 司书江

淄博市淄川晓雯音乐培
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70302MJE159657K)经
学校理事会会议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学校清算组
申报债权,清算结束后学校
将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注
销手续。清算组成员:孙延
梅、耿云；清算组负责人:
耿云。

特此公告!

淄博市淄川晓雯音乐
培训学校

2022年1月7日

注销公告

淄博1月6日讯 近日，淄
川区医院静配中心组织2021年
度“药品合理使用”知识竞赛。
通过竞赛的开展，静配中心员
工对药品配置、不合理医嘱的
审核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此次竞赛考题内容主要包
括药品用法用量、药品合理使
用、正确溶媒的选择等，均为审

方或配置工作中经常用到的知
识。经过评委的认真严格评
阅，参赛选手们都考出了优异
的成绩。

静配中心副主任崔卫卫表
示，为药品选择正确溶媒，掌握
正确用法用量，为临床安全用
药做好保驾护航，这是举办竞
赛的目的。今后，将继续开展

其他与静脉输液安全有关的项
目，逐步加强业务能力，全力打
造效能型、服务性、学习型静配
团队，做到人人胜任岗位，全力
为临床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
药学服务。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甜 通讯员 刘晶晶

淄川区医院静配中心

竞赛促学习 确保静脉用药安全

淄博1月6日讯 近日，淄
川区医院口腔科开展隐形矫治
新技术，该技术打破了传统牙
齿矫治过程中不美观和不舒适
感，为牙齿矫正患者带来更舒
适的体验。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美观
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牙齿畸
形选择牙齿正畸治疗的越来越
多。传统的固定矫治器需要在
牙齿上安装托槽，给人“铁嘴钢
牙”的感觉，不太美观。同时，

如果口腔卫生维护不好，可能
造成牙龈炎症、牙齿脱矿变色
等口腔损害，让很多患者望而
却步。

淄川区医院口腔科主任闫
萍介绍，无托槽隐形矫正技术
由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托槽、
钢丝等矫正装置，矫正过程不
再痛苦。对牙周组织的刺激及
不适感最低。可自行摘戴，不
影响社交、进食、运动等。同时
复诊次数减少，为患者节约宝

贵时间。清洁时易拆卸，不必
担心牙龈炎、牙齿脱矿、变色等
问题，有助于维护口腔卫生。

闫萍提醒患者，牙齿矫正
不可轻率和随意，是否进行牙
齿矫正治疗，需经过专业的口
腔放射检查，从牙齿的咬合关
系、牙槽骨量等多方面因素来
进行综合判断，并在具有资质
的专业机构和医院进行矫正。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甜 通讯员 刘昌

淄川区医院口腔科开展隐形矫治新技术

眼前的小玥，年龄18岁，身
高1.55米，体重28公斤，用瘦得
皮包骨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
过，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想
象的。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
的呢？

四年前的小玥，身高跟现
在差不多，体重53公斤。一次，
她跟要好的同学在放学路上讨
论体重的话题，当时风很大，同
学无意中说了一句玩笑话：“反
正你皮厚，肯定不会被风刮
跑。”没想到一句玩笑话，小玥
却当真了，认为自己很胖。自
此，她开始制订减肥计划，每天
通过减少进食量、增加运动量
来进行减肥，每餐都比之前吃
得少，放学后还要坚持跑步
2000米。经过一段时间后，她
的体重明显降下来，可她在过
度减重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

小玥慢慢变得非常瘦削，
看起来面黄肌瘦、头发干燥枯
黄，自己总感觉疲乏无力，整个
人无精打采。母亲察觉到她的

异样后，到学校陪读，督促她规
律进食，其间进食量大增，体重
也有所上升。但母亲不再陪读
后，她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进
食量减到只有之前的四分之
一，体重下降明显，最低时曾减
到23公斤，因此昏倒住院治疗。
其间还有一次休克后入住ICU
诊治，一次因肺部感染到省立
医院ICU治疗。

情急之下，家人带着小玥
来到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心身
科就诊。根据小玥的病史和现
有临床表现，心身科主任张京
学接诊，以“神经性厌食症”将
小玥收入院治疗。神经性厌食
（AN）指个体通过节食等手段，
有意造成并维持体重明显低于
正常标准为特征的一种进食障
碍，是一种同时并发躯体和心
理损害的疾病，容易慢性化，病
程3年之内的治疗效果远远优
于3年以上。因此，张京学提
醒，该病的治疗应当以及时发
现、早日就诊并进行规范化综

合治疗为重。
小玥入院后，张京学给予

营养支持治疗、认知行为治疗、
支持性心理治疗以及精神药物
综合系统治疗。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小玥逐渐对疾病有了
正确的认知，进食量慢慢恢复
正常，一个月内体重增加了5公
斤，并且给自己制订了出院前
体重达到45公斤的目标。

神经厌食症最严重的后果
是死亡，原因多为营养不良导
致的多器官衰竭、再喂养过程
中的并发症以及因精神负担严
重导致的自残。张京学再次提
醒，如身边有类似症状的患者，
要帮助其正视问题，及早接受
治疗。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甜 通讯员 孙秀珍

张京学，副主任医师、心理
治疗师。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老年精神科、心身科主任,大学
本科学历，绘画心理分析师，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森田疗法应用
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
卫生协会老年专委会委员、山
东省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临
床与基础分会委员、山东省预
防医学会精神分会青年委员、
淄博市医学会第二届精神医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淄博市心理
卫生协会理事、中国睡眠研究
会会员、淄博市学生(青少年)心
理健康中心专家团队成员，多
次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
乡村社区，进行心理健康科普
讲座。一直在精神科和心身科
临床一线从事精神卫生医疗教
学科研工作。

擅长学生（青少年）心理问
题的咨询和治疗,睡眠障碍疾病
如急性失眠、慢性失眠，睡眠节
律紊乱以及睡眠障碍引起的焦
虑症、抑郁症等与睡眠相关的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18岁女孩减肥上了瘾

■ 相关链接

淄川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开展安全综合检查
保障公路安全设施完好

淄博1月6日讯 2021年
12月30日下午，淄博市交通
建设发展中心淄川公路事业
服务中心主任赵莉珠、副主
任沈志带队，组织养护科、路
政服务和巡查科、安全科等
相关科室负责人，以节日安
全保畅为切入点，开展节前
安全综合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为公路养
护工程、公路路政巡查与服
务、内部安全等三个重点领
域。检查人员先后来到养护
工区驻地、张台线龙泉服务
区、张台线十五中路口等处，
对施工单位应急物资设备、
服务区防疫措施、公路沿线
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

赵莉珠表示，元旦春节
期间，公众出行将大幅度增
加，中心各科室要不断强化

安全意识，加强公路日常养
护工作。提高公路巡查力度
和频次，落实急弯陡坡、重点
路段防控措施，保障公路标
志标线设置规范、公路安全
设施完好。

同时，淄川公路事业服
务中心强化公路安全保护，
加强对公路及公路两侧乱搭
乱建、乱堆乱放、加水洗车等
违法行为治理，加强桥下空
间治理，做好涉路工程许可
项目安全管理。要强化内部
安全管理和应急管理，加强
值班值守，储备足量融雪剂、
防滑料等应急物资，加强除
雪防滑应急设备维修维护，
应急队伍、人员随时待命，确
保发生公路突发事件及时有
效处理。

通讯员 冯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