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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领生育津贴更方便了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转为社会化发放，参保职工出院时就能直接结算

本报 11 月 10 日讯 (见

习记者 李金金 闫西龙)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育
津贴由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

向企业发放转为社会化发

放。即日起，企业职工可持相

关证件到社会劳动保险事业

处申请办理，明年可在定点

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据了解，2009 年 12 月 28

日之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向企业发放 1600 元生育补偿

金，企业根据本单位的实际

情况支付职工生育津贴。由
于企业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
较低，东营市社保处根据山

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的相

关规定，结合东营实际，制定

了《东营市企业职工生育保

险实施办法》，增加了生育保

险待遇项目，提高了生育保

险相关津贴支付标准。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育津

贴将实行社会化发放，社保

处与定点医院联网，企业职

工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与定点

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据介绍，企业职工符合

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或实施

计划生育手术，职工所在的

企业为其连续足额缴纳生

育保险 1 年以上的，职工可

持身份证、结婚证和职工个

人银行结算户存折复印件；

正常生育的提交《计划生育

服务手册》或《生育证》、新

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或死亡

医学证明及是否实施剖宫

产手术原始凭据；实施计划

生育手术的，提交经计生部

门签发的相关证明或医疗

机构提供的相关证明；参保

男职工配偶无工作单位的，

提交女方户籍所在地村(居)

民委员会的证明，女方为城

镇居民的，提交《就业失业

登记证》，填写企业职工生

育保险待遇申请表。用人单

位初次参保连续缴费未满 1

年，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按

缴费月占 12 个月的百分比

计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予以支付，差额部分由用人

单位支付。

据了解，截至 2010 年 10

月，东营市(包括胜利油田)生
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19914

人 ，完 成 省 下 达 任 务 的
99 . 9%。缴纳生育保险费 8746

万元，完成省下达任务的
89 . 2%。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人

数为 8 5 8 0 人，生育保险发

放金额达到 6750 万元。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大宁 张昆) 距离

兔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不少
商店已经开始销售和兔子有

关的商品，10 日，记者在东营

市多家精品店看到，各种与兔

子有关的商品已被摆在了显
眼的位置。

胶州路上一处地摊上摆

了许多带兔子形象的拖鞋，摊

主说，明年是兔年，带兔子的拖

鞋也格外受欢迎，销量比其它

的拖鞋要好很多。精品店更是
将各种各样的兔子饰品摆在了

显眼的位置，记者看到，除单纯

的兔子饰品之外，一些口罩、存

钱罐、暖水袋、套袖、水杯等物
品也纷纷加上了兔子的形象。

据一位店长介绍，此前店里也

有兔子饰品，不过品种没有现
在多，销量也没这么好，“销量

和以往相比增加了两成”。

除了传统的兔子饰品，米

菲兔、兔斯基、流氓兔也沾了

兔年的光，销量比平时要好。

一些商家还别出心裁地制作
了一种“猪兔”，将两种动物合

二为一，颇受顾客青睐。“这个

猪兔的玩偶我找了很久，今天

终于找到了。”大学生小周抓
着玩偶高兴地说。

兔年将到

兔概念商品走俏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大宁 张昆) 最近

菜价不断上涨，一些便宜的菜
格外受市民欢迎。10 日上午，

记者在胶州路某超市看到，油

菜销售火爆，销售人员不得不
控制销售。

记者在胶州路一家超市
看到，卖油菜的地方顾客很

多，油菜一会儿就被抢购一

空。一位顾客说，现在菜价很

高，只有油菜便宜点，不过自
己没有抢到，“大家都想买便

宜的菜啊”，她有些无奈的说。

记者看到，一些时令蔬菜价格

普遍较高，萝卜 0 . 99 元/斤，

菠菜 1 . 98 元/斤，小白菜 1 . 98

元/斤，而油菜仅售 0 . 69 元/

斤，如此便宜的价格吸引了众

多消费者。

超市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最近几天搞特价，油菜卖得格

外便宜，“特价前卖 1 块多一

斤，现在便宜多了”，据介绍，现

在一天能卖 300 多捆油菜，最
快的时候 10分钟卖了 6捆。

超市搞特价

油菜销售火爆

科英公寓澡堂何时能开放？
工作人员称正在商谈承包事宜，元旦前肯定开放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记者

任斌) 科英公寓里面的公共

澡堂长时间不开放，在公寓住的

人每次洗澡时，都得跑到很远的

地方。据科英公寓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公寓正在和一企业

商谈澡堂承包事宜。

据了解，科英公寓里面住

着数千人，大都是附近公司的

员工，有很多人反映里面的公

共澡堂长时间没有开放，每次

洗澡时都得到很远的地方。天

气越来越冷，给居住在里面的

人带来很多不便。

科英公寓服务中心刘主任介

绍，公寓内的澡堂以前开过，但是

洗澡的人不多，赔了本，澡堂就关

上了。刘主任称，公寓内有多家企
业的员工住在里面，“一些公司在

这里租了很多间宿舍，有的给员

工安上了太阳能，所以到澡堂洗

澡的人就少了很多”。

记者在一些宿舍里发现，有

的已经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但

是，宿舍里没有热水器的，只能到

很远的公共澡堂洗澡。

科英公寓内的澡堂到底还

开不开呢？刘主任称，目前已有

企业有承包澡堂的意向，现在

正在商谈，澡堂开放营业还得

等一段时间，但元旦之前肯定

开放。

格追踪报道

爱心玩具和衣物装了 30 袋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记

者 闫西龙 吕增霞 王媛媛)

10 日，爱心捐赠点传来消息，

为农村孩子捐赠的爱心物品已
经装满 30 袋。

本报发出为农村孩子捐赠

玩具和衣物的倡议以来，不断有

市民和组织参加到活动中来。昨
天晨阳学校组织学生捐出了自
己的玩具、书籍和衣物，今天又

有不少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和捐

助点电话要捐赠物品。

10 日 16 点，记者联系各捐

助点了解物品收集情况。念佛堂

的张净文告诉记者，他们收集的

物品已经装满了 28 个袋子，袋

子是能装 100 斤大米的大袋子。

其他捐赠点收集到的捐赠物品

已经整理完毕，包括一袋衣物、

玩具和一袋书籍。

如果您的家里有已经不用

的玩具和衣物，请您捐赠出来，

我们将于本周六把您的爱心送

到农村孩子手中。

爱
心
捐
赠
点

西
城

男家属 18905460186

东营市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
笑着流泪 13287370079/13156070079

东营市西二路 498-2 号五一大厦
威力狮 13356647799

鸿港医院南 300 米路东威力狮换油中心

东

城

东野小妖 13854670081

东城锦华四区 116 号楼 2-203

漏网的熊猫 13276477188

东城黄河路职业学院对面，公路局院内
张净文 15666671361

东城茶文化市场念佛堂

11 月 10 日上午，海河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给社区居民测量血压。当天市科协、海河社区联合东城街道办、市人民医院等多家家单位在辽河

路海河农贸市场前举办了“倡导绿色健康生活，建设和谐文明社会”的主题活动，活动主要内容有低碳绿色健康宣传，，免费测血糖、血压，免费健

康咨询，免费心理咨询等。 本报见习记者 王斌 摄影报道

女职工生育津贴是职工生育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缴费工资除以 30 天乘以
产假天数。按照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实施
办法的相关规定，女职工正常生育的产
假是 90 天，其中产前休假 15 天，难产
增加 15 天，一胞多胎生育的每多生育
一个婴儿增加 15 天，晚育增加 60 天。

妊娠不满 2 个月流产的，产假为 15 天；

妊娠 2 个月以上不满 3 个月的，产假为
20 天；妊娠 3 个月以上不满 4 个月的，

产假为 30 天；妊娠 4 个月以上流产的、

引产的，产假为 42 天。

生育医疗费用包括女职工因怀孕、

生育发生的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
院费、药费和治疗费。正常生育的定额
为 1600 元，剖宫产定额为 2850 元。企业

职工患有并发症的医疗费用按 5000 元
限额据实报销。患有其他疾病的，其医
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
办理。计划生育手术费中放置(取出)宫
内节育器定额为 100 元，人工流产术定
额为 160 元，引产术定额为 800 元，绝育
手术是 1000 元，复通手术为 1500 元。实
施剖宫手术须符合临床医学指征，无指
征实施剖宫手术的，按照正常生育的报
销标准执行。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
定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享受 1 次计划
生育手术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参
加生育保险企业的男职工，其配偶无工
作单位且生育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按
照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的 50% 享受
生育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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