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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发布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服务规范

60岁以上老人将优先就诊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近日印

发《山东省老年就医绿色通道
服务规范（试行）》，规范提出老
年人就医绿色通道的定义，是
指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为60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就诊提供优
先、快速、有序、安全、畅通的诊
疗服务流程。

按照要求，医疗机构应在
导医台设立“老年人就诊服务
处”，负责为就诊老年人提供接
待咨询、预约就诊、就医指南、
转诊服务等。医疗机构应与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建
立双向转诊、协议合作机制，畅
通快速便捷的转诊渠道，将需

要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
料的老年人及时转诊至相应的
医疗、养老机构。逐步建立信息
化健康服务与管理平台，实现
对老年人的日常健康管理与就
诊预约、急诊救护等信息的快
速对接，保障老年人就诊的一
站式服务。

人员配备方面，医疗机构
设立的“老年人就诊服务处”，应
配备具有医学背景的医疗护理
人员，对就诊老年人进行分诊、
引导及解释工作。设立的“老年
病门诊”应由相关科室专家组成
医疗团队，安排日常定期出诊。

设施设备方面，医疗机构

应配置协助老年人就诊所需的
轮椅、担架、移动病床、救护车
等转运工具及相应的保护措
施，并对设施设备定期进行维
护和保养，确保设施设备完好、
安全使用。“老年人就诊服务
处”应放置针对老年人的健康
教育宣传资料。“老年病门诊”
周围的公共区域应配置便于老
年人休息的座椅、照明设施。

药品耗材配备方面，医疗
机构应配备老年人常见病、多
发病、慢性病、突发病等需要的
常用药品耗材，保障急诊用药
充足和个性化的用药需求。

据齐鲁网

2018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事业编毕业生招聘
报名时间：截止3月19日
咨询电话：0531-82169026
报名邮箱：qlyysybzp@126 .com

菏泽鄄城县教育系统部分
县直学校招聘教师
招聘人数：18人
招聘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报名时间：截止3月15日
咨询电话：0530-2414520
报名邮箱：jcjyjzgk@163 .com

鄄城县人民医院招聘
招聘人数：25人
招聘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报名时间：2018年3月15日
咨询电话：0530-2404053
报名方法：现场报名

历下区植树地点：
荆山西路，
联系电话：88153367。
市中区植树地点:
(1)十六里河办事处石崮森林
公园，联系电话：82780324。
植树地点(2)中海御山华府
联系电话：82078478
高新区植树地点：
莲花山，联系电话：88871792
槐荫区植树地点：
黄河标准化堤防田庄段，
联系电话：85668257
天桥区植树地点：
济南市国有北郊林场
联系电话：85924091

历城区植树地点：
港沟街道济莱高速蟠龙出口
向南 150 米港西路西侧
联系电话：88069260
长清区植树地点：
归德街道小屯西南村泽泰农
业，联系电话：15065803339
章丘区植树地点：
黄河镇毛店村北
联系电话：13864157461
平阴县植树地点：
锦水街道办事处后寨村
联系电话：87669538
济阳县植树地点：
崔寨镇太平村邢家渡干渠。
联系电话：15066112916

商河县植树地点：
沙河镇宁家村村北
联系电话：13685319160
南部山区植树地点：
高而核桃园村南山、东山及
公路两侧。
联系电话：13455123102;
植树地点(2)：柳埠亓城路路
北，联系电话：13325107157；
植树地点(3)：锦绣川九曲村
桥南、北坡村、石门村，联系
电话：13964107536；
植树地点(4)：西营拔朔泉、龙
集山。
联系电话：13806412246。

经典童话剧——— 七色花
时间：3 月 10 日-11 日 10：00
地点：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贝
剧场
票价：50-90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
时间：3月10日10：00
地点：济南舜剧场
票价：49 . 9、59 . 9元

四季琴韵《春之歌》
时间：3月10日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80-380元

秦腔现代剧《花儿声声》
时间：3月10日-11日19：30
地点：济南历山剧院
票价：40-180元

《今夜星光灿烂》
星夜相声会馆2018年巡回
演出潍坊站
时间：3月11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80元

大型民族器乐剧
《玄奘西行》
时间：3月12日-13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80-680元

秦腔现代剧《狗儿爷涅槃》
时间：3月13日、15日19：30
地点：济南历山剧院
票价：40-180元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
《羞羞的铁拳》
时间：3月13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100-380元

《跳动的黑白键》
钢琴四手联弹音乐会
时间：3月14日19：30
地点：济南历山剧院
票价：50-180元

“齐鲁之春”
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
时间：3月16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80-680元

京剧《钓金龟》《连升店》
《大登殿》
时间：3月16日19：30
地点：梨园大戏院
票价：20-100元

“春天的芬芳”
现代音乐会
时间：3月16日-17日19：30
地点：历山剧院
票价：50-180元

林兆华戏剧作品
《三姐妹·等待戈多》
时间：3月15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80元

儿童剧
《洛克王国之魔法学院》
时间：3月16日19：30
地点：烟台福山剧院
票价：50-200元

开心麻花《羞羞的铁拳》
时间：3月16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100-280元

《孟子》精讲（五十三）
时间：3月11日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
园·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文化共享工程教育讲座
《赢在新学期 高中学习规划》
时间：3月11日9：00
地点：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中心（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二
楼北侧）

文化共享工程公益讲座
《 天 台 哲 学 与 静 坐 养 生
（上）》
时间：3月11日14：15
地点：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中心（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二
楼北侧）

我与作家面对面———
《春天里的私聊》
时间：3月8日14:30
地点：青岛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多彩2018”
全国女画家作品展
时间：3 月 8 日-4 月 8 日
地点：济南美术馆

济南公交线路调整

3月5日起，济南公交延长6
条线路营运时间

为更好地适应济南市公共
交通发展的新形势，认真落实
2018 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升我市公交出行分担率的要
求，着力提升乘客满意度，切实
增强公交出行吸引力，济南公
交在对市民出行需求进行广泛
调查基础上，本着便民利民的
原则，以乘客需求为出发点，自
3 月 5 日起，延长 6 0 路、K9 6
路、K145 路、165 路、202 路、T3
路共 6 条公交线路营运时间。
具体情况如下：

60 路：西八公交车场末班车
发车时间由18:30延长至20:00；波
罗峪末班车发车时间由17:30延
长至18:30。

K96路：世购服装广场首班
车发车时间由6:00提前至5:30。

K145路：黄金山水郡末班车
发车时间由20:30延长至21:00；瀚
裕华园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0:00
延长至21:00。

165路：新世界商城首班车
发车时间由6:50提前至6:30。

202路：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首班车发车时间由6:00提前至5:
30；刘智远村北末班车发车时间
由21:00延长至21:30。

T3路：早高峰期间腊山立交
桥发车时间由6:40提前至6:30。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李云亮

第 40 个植树节即将到来，记者从济南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获悉，该局在全市选取了 16
处植树地点为市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提供植树场所，市民只需自带工具就可免费体验义务
植树。目前报名植树的人员较多，历下区义务植树点的植树名额已满，需要报名的市民可尽
快咨询其他地区。参与义务植树的市民只需要自带工具就可免费参与植树活动，市民可根
据自身情况就近选取植树地点，电话咨询报名。

提前报名，拎着工具去植树

济济南南公公布布1166处处义义务务植植树树点点

植树节济南市义务植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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