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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一次性补缴社保费？谣言！

“中医中药中国行”
进农村送服务

本报荣成8月19日讯(通讯
员 王金玲 ) 日前，荣成市
中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滕
家镇小落村开展了“中医中药
中国行——— 中医药健康文化
推进行动”大型义诊活动。

活动共选派呼吸科、内分
泌科、心脑血管科、针灸、妇

科、儿科等 1 0个专科主任坐
诊，义务为群众诊脉、量血压
及耐心答疑解惑、健康指导
等，同时宣传中医中药知识，
发放中医药健康知识小册、折
页。当天，共义诊300多人次，
发放宣传材料1000多份。

“努力提高中医药服务

能力，让方法简单、操作方
便、价格低廉、效果良好的中
医技术服务更多群众，让群
众感受中医的魅力，将中医
药发扬光大，是我们长期坚
持不懈开展的重要工作。”荣
成市中医院医务科主任毕旭
东说。

本报荣成8月1 9日讯 (通讯
员 刘晓波 张科 ) 近日，微
信朋友圈流传一则有关“个人
一 次 性 补 缴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政
策”的消息，称由某公司代办，
可以以个人身份一次性补缴职
工养老保险，根据年龄不同，金
额从13万到18万不等，补缴后
就可以领取退休金。荣成市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对 此 辟
谣：个人可以一次性补缴社保
费是谣言。

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职工
社会保险费的补缴国家有严格
政策规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于2017年2月20日下发通
知，停止执行鲁人社发〔2015〕
29号文件中关于社会保险个人
补缴的政策，目前没有任何“以
个人身份补缴职工养老保险”
的政策，微信朋友圈流传的“个
人一次性补缴职工养老保险政
策”纯属谣言。请广大市民保持
警惕，谨慎对待此类信息，防止

上当受骗。
若出台新的社会保险费补

缴政策，市人社局将在政府网
站、官方微信、报纸、电视台等正
规新闻媒体进行通知和宣传，并
积极组织落实。工作人员再次提
醒市民：社会保险费征缴由专门
的社会保险征缴机构征缴，绝不
会委托任何公司代办，也不存在
名额限制等情况，请广大市民不
要听信任何不明渠道的传言，防
止遭受财产损失。

氨氯地平叶酸片免费治疗活动正在开展
本报荣成8月19日讯 (通讯员

许云梅) 为继续扩大高血压干
预人群，进一步提升H型高血压与
脑卒中防控惠民工程实施效果，
崂山街道卫生院在辖区开展了氨
氯地平叶酸片免费治疗专项活
动。

本次活动的目标人群为：辖
区内省建档立卡贫困居民中不能
耐受依叶片的H型高血压患者，及

非贫困居民中曾患脑卒中不能耐
受依叶片的H型高血压患者。按照
目标人群标准，医护人员进行排
查梳理出符合标准的H型高血压
患者，积极向目标人群宣传H型高
血压的危害，服用氨叶片治疗的
目的和意义。同时，医护人员逐一
对乡医讲解此次发放氨叶片的注
意事项，叮嘱分管乡医第一时间
将氨叶片送到患者手中，并给于

了首次随访服务记录。截止目前，
辖区共有22名患者纳入此次氨叶
片免费治疗。

氨叶片免费治疗的目的，是
为了更好的降低脑卒中等终点事
件发生和复发风险，有效遏制因
病致残、因残致贫现象，辖区内氨
叶片免费治疗活动继续开展中，
有符合条件的居民均可参加，联
系电话：7691704。

市人民医院举办妇科疾病研讨会

本报荣成8月19日
讯(通讯员 王永秀)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
是小儿腹泻病的高发
期。近日，荣成市人民
医院儿科病房收治了
多名小儿患者。为此，
医护人员来支招，教您
预防小儿腹泻。

在母乳喂养方面，
尽量不要在夏季断奶，
母乳营养均衡，易消化
吸收，是防腹泻最佳食
物。

加强卫生。夏季细
菌容易滋生，病毒容易
传 播 ，要 注 意 饮 食 卫
生，尤其是已经添加辅
食的，每次辅食后要及
时清洁奶瓶、餐具，并
定时消毒。给宝宝吃的
瓜果蔬菜要新鲜干净，
餐具要生熟分开，最好
和大人的餐具也分开
存放。宝宝出门回来要
洗手，在外面尽量不吃
东西，少去公共场所。

食材要新鲜。夏季
饮食要少油腻多清淡，

食物选取要新鲜，隔夜
食物要充分煮熟才能
食用。

不要贪凉。夏季酷
暑难耐，但不要过于贪
凉，不要给宝宝吃刚从
冰箱里拿出的食物，更
避免吃雪糕等冷饮。

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宝宝肠胃失调的
主要原因是负担过重，
所以不要给宝宝吃太
饱，七八分饱即可，宝
宝如果容易饿，就少吃
多餐。

作息要规律。当宝
宝玩得太累，睡眠不足
时，免疫力就会下降，
平时对身体无害的细
菌也会趁机作乱，引起
腹泻。因此要给宝宝养
成规律的作息习惯，保
证睡眠和适量的运动。

注意腹部不要受
凉 。夏 季 天 气 变 化 无
常，要根据气温变化给
宝宝增减衣物，尤其是
要注意足部和腹部的
保温。

本报荣成8月19日讯 (通讯员
王伟伟) 为加强学术交流，提

高妇科医师的临床诊治水平，8月
17日，荣成市人民医院举办了省
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妇科疾
病及微创手术新进展研讨会。会
议吸引了山东省内各医疗机构
150余名医务人员参加。

本次会议共邀请8名省内知

名专家参会授课，会议内容丰富，
实用性强。青岛妇女儿童医院赵
淑萍教授、山东省立医院李长忠
教授、青岛市立医院陈龙教授、吉
林大学第二医院林杨教授、山东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王长林教
授、山东省立医院曲中玉教授、威
海市立医院张世红教授、威海妇
幼保健院王晓雷教授分别从不同

角度讲解了妇科疾病及微创手术
最新进展等内容，让医务人员充
分了解妇产科先进的医疗技术成
果和最新动态，还为广大学员在
今后的实践工作中提供有力的理
论和技术保证。

本次培训结束后，经考核合
格者将被授予2019年度山东省省
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本报荣成 8月 1 9日
讯 (通讯员 刘霞 ) 破
案盗窃系列案件五起，
犯罪嫌疑人李某被刑事
拘留。

8月7日，荣安派出
所辖区内的一快餐店被
盗，同日，一高层住户家
中被盗，电视、冰箱家电
几乎被搬空。接到报警
后，荣安派出所民警立
即展开调查。经走访摸
排和调取监控，初步确
定嫌疑人为李某、于某。

通过多日走访，8 月 1 2
日，在市区某洗浴中心，
民警将两人抓获。

经查，今年7月份以
来，李某和于某先后在
荣成某小区、某快餐店、
某高层居民家中盗窃现
金、首饰、家电、笔记本、
电脑、手机，作案五起。8
月13日，16岁的李某被
刑事拘留，因于某不满
1 6周岁，民警对其进行
批评教育予以释放并责
令监护人严加看管。

俩花季少年结伙盗窃

一个多月作案五起

速读
8月13日，2019年威海市人

力资源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班举
行，来自荣成及威海各区市的
254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企业
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参加。本次培
训班为期4天，围绕人才测评与
盘点技术、人力资源数据分析与
成本管控、信息时代企业如何开
发运用灵活用工市场、企业劳动

风险的防范与处理实践等内容
邀请专家前来授课。

（通讯员 张耿）
为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

险协议管理工作，规范门诊定
点、零售药店的医疗服务行为，
维护医疗保险基金安全和参保
人员的合法权益，近日，荣成市
医疗保障局组织全市定点医药

机构进行培训，各医药连锁、单
体药店、诊所共300余人参加此
次培训。通过培训，定点医药机
构表示今后将严格按照协议中
的规定经营，把培训内容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去，为广大参保
人 员 提 供 更 加 高 效 便 捷 的 服
务。

（通讯员 刘明波 周洁）

4岁幼童误服药险出意外
本报荣成8月19日讯(通讯员

王永秀) 8月13日，荣成市人民医
院儿科病房收治一名4岁男童，因
误把头孢克圬当做糖丸服用一整
板后被家长发现，急至医院儿科就
诊。幸好就医及时，通过洗胃、催
吐、补液等方法进行救治。目前，患
儿病情已经好转。

据介绍，在儿科，每年都会遇
到多例相似的病例。学龄前儿童
好奇心强，辨别能力低，容易出现

误食误服造成的意外伤害。医护
人员提醒家长：一定要多加留意，
将药物放置儿童不宜触及的地
方。此外，也应该把洁厕剂等一些
化学产品放置儿童无法触及的地
方。

当孩子误服药品时，原则上要
立即吐出来，但如果吃的是洁厕
剂，漂白剂或是煤油等挥发物，催
吐反而会灼伤嗓子黏膜，妨碍呼
吸，这时应该立即到医院求诊。如

果误服的是玩具等固体异物，小异
物基本都会从粪便中排出来，大异
物则需要立即就诊。如果是图钉、
别针之类的尖锐物误入食道，可能
卡住食道，因此需要格外仔细观察
粪便；如果较大或复杂尖锐物品需
要取出的话，应立即就诊。当有异
物卡住咽喉不能呼吸时，要立刻把
孩子倒着拎起来，猛拍背部，让其
吐出来，或者从后面搂住孩子，用
力压上腹部。

小儿腹泻小常识

了解一下


	WR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