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市中医院警务室揭牌成立

日前，荣成市中医院“荣
成市公安局蜊江派出所驻荣
成市中医院警务室”挂牌成
立。

挂牌之初，威海市公安
局、荣成市公安局领导曾先
后多次到院指导标准化警务
室建设。警务室的成立为促

进平安医院建设、保护患者
及医务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提供安全就医环境等方面提
供有力保障。医院将以警务

室的成立为契机，创新“平安
医院”建设，打造警医联动典
范。

(宋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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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服务为鲍鱼养殖注入“动力源”国网荣成
供电公司

“我们的鲍鱼养殖到哪里，供电公司
的服务就走到哪里，不但主动上门安装线
路，还定期帮助我们检查用电设备，有了
他们的帮助，我们对今年的鲍鱼养殖充满
了信心。”这是俚岛镇鲍鱼养殖村大庄许
家村书记许青海激动的说。

俚岛镇地处胶东半岛最东段的荣成
市东海岸，海岸线长40公里，浅海、滩涂养
殖面积8万立方米，自古盛产野生皱纹盘
鲍，全镇鲍鱼总养殖量近300万笼，养殖筏
架近6万台，年产量在1 . 9万吨以上，约占
山东省总产量的90%，全国产量的六分之
一，年产值23亿元。自今年4月下旬，随着
荣成海域海水温度的回升，鲍鱼苗陆续从
福建莆田等地返回，这些经过“南北转场”
的鲍鱼苗经过分拣、筛选后，投放到海洋
牧场，4000余万头种苗在各养殖场内养到
11月份，再进行新一轮的转场。

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发展吃下“定心

丸”
鲍鱼育苗对于海水的品质要求很高，

所需的海水必须用电泵抽起，再进行净化
过滤后，才能注入鲍鱼苗养殖池。为确保
鲍鱼养殖育苗场供电可靠，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早在4月中旬开始，结合“同舟度时
艰，四进送服务”走访活动，深入海水养殖
企业，了解客户用电需求，主动上门帮助
企业巡查线路、检查设备，为企业排查用
电设备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采取跟踪
和蹲点的方式解决，确保企业用户的用电
安全。目前，正值鲍鱼育苗期，养殖池内的
鲍鱼苗一旦因停电无法供给充足的氧气，
将会导致大量幼苗的死亡。针对这一情
况，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成立了12支彩虹
应急服务队，对周边海水养殖镇域开展

“彩虹增氧”保电服务，走进辖区海水养殖
户，为养殖户增氧泵电器设备进行“体
检”，做好供电以外的“份内事”，切实解决

他们的后顾之忧。
坚强的电网为用户提供稳定的“动力

源”
位于俚岛镇的35千伏马道变电站综

合改造工程，完成了16面运行近40年老旧
开关柜的更换，同时对全站超期服役保护
装置进行同步更换，有效解决了原35千伏
配变电装置老式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确
保了开关柜接带10千伏负荷的能力大大
增强，运行更加可靠。自去年以来，国网荣
成市供电公司将俚岛镇满(超)载变压器、
低压配电线路改造纳入了改造计划，先后
完成23台变压器、300多公里老旧线路改
造，新架设10千伏配电线路2条，确保了周
边海水养殖用户的充足可靠用电。

位于大庄许家的永跃养殖车间内，养
殖场安装的增氧罗茨风机和抽水过滤设
备24小时不停运转，氧气供应充足，为鲍
鱼的成长提供必要条件。来自福建莆田鲍

鱼养殖厂厂长黄玉明高兴地说：“供电公
司的全方位优质服务是我们选择在这里
落户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时刻保障着我
们的用电安全，给我们带来了充足的‘电
动力’，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王录刚 宋智通)

蜊江社区：

推进网格化治理 助力精致社区建设

日前，蜊江社区党委召开了网格化
治理工作推进会议，会议由社区党委书
记初丽红主持，社区全体网格员参加。

初书记总结了近期信用楼道建设、
健康通行码推广等工作的情况，并对日
后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社区全体要多
措并举做好居民管理逐步完善居民信
息，做好居民服务；动员楼长、协管员、
党员、志愿者等力量继续做好健康通行
码的社区覆盖工作、指导居民在信用荣
成进行实名注册，宣传信用激励和惩戒
政策，达到社区居民“人人知晓，人人参
与”的信用建设状态，将网格各项工作
落实到位，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致力于打造精致社区。

(孙宁宁)

得润社区：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 筑牢生命安全屏障

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
灾日，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
周。期间，得润社区党委开展以“学习防
灾减灾知识 筑牢生命安全屏障”为主
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大大提升了居民的防灾
意识，使居民们掌握了灾害发生时的应
对措施，营造了全民参与防灾减灾活动
的良好氛围。

(李凌志)

老年手机进社区 便民为老献爱心

近日，12349养老服务中心携手中
国移动走进崖头街道南山社区免费为
老人发手机。

活动开始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对
活动场所进行打扫消毒，并在居民来领
取手机时，维持现场秩序，检查居民所
持电子健康码，测量体温，确保居民身
体健康。活动中，工作人员就申请办理
条件、如何申请和如何使用老年机向社
区老年人进行了详细介绍，并认真解答
老年人提出的关于手机资费、亲情号码
添加等问题。

(张育静)

公交进村，东庄村人乘车更便利啦！

5月12日上午，虎山镇东庄村分外
热闹，村民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
首辆292路公交车开进村里。公交进村，
意味着村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乘坐公
交车的便利与实惠。

东庄村是一个仅有70多户居民的小
村庄，地处虎山镇中部。由于位置偏远，村
路狭窄，公交车无法通行，村民出行很不
方便，想要去镇上或市里，需步行到1 .2公
里外的公交站点，老人出村尤不便。

公交车的开通，为村民出行打通了
“最后一公里”，也将荣成暖心的惠民公
交服务带到了田间乡头。此次线路调整
共含4条公交线路，调整后不仅便利了
东庄村村民外出乘车，也打通了虎山、
上庄、人和等镇街之间的区域交通。

医保时空

打造“阳光医保”党建品牌，助力医保事业新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成果，扎实推进医疗保障系统
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切实提
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医保
局党组决定开展打造“阳光医
保”机关党建品牌创建活动。

活动以“阳光医保”为主题，
以“亮党员身份、亮工作标准、亮
担当作为”活动为重点，以“政策
透明、微笑服务、信用监管”为主
要内容，充分发挥落实党员在学
习提高、争创佳绩、服务群众等
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

建章立制，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制定了医保服务的“三

五”模式。即热心、真心、耐心、贴
心、暖心的“五心”服务法提升服
务质量；首问负责制、全程代办
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责
任追究制的“五制”工作法亮明
服务方式；一般事项即时办理、
复杂事项承诺办理、关联事项联
合办理、重要事项监督办理、所

有事项限时办理的“五个办理”
理念规范服务流程。二是设立

“阳光医保示范岗”“阳光医保示
范窗口”。通过组织业务知识培
训、岗位大练兵及“比学赶帮超”
等活动，努力营造创先争优的良
好工作氛围，提高工作人员的综
合素质。三是创建“暖心咨询
室”，遵循“递上一杯热茶、搬来
一把椅子、送上一句暖心话”的

“三送”原则，化解上访咨询群众
心中的隔阂，让群众真真切切的
感受到医疗保障工作者爱心和
暖意。

简政便民，优化服务效能。
一是增设“医保工作站”，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在去年8家医疗机构“医保工作
站”的基础上增设其他医疗机
构“医保工作站”数量，争取将
与群众关联度大的医保业务都
下放医院直接办理，真正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二是实行全省经办服务“六统

一”。为尽快实现医保业务“网
上办”“掌上办”“一网通办”，医
保经办服务实现了事项名称、
申办材料、经办方式、经办流
程、办理时限、服务标准“六统
一”，人民群众就医、报销更加
方便。

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
一是构建市、镇、村三级微

信宣传矩阵，适时通过微信群
下发扶贫领域新政策。同时定
期组织镇、村协办员及基层卫
生院医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用“面对面”的形式把医保政策
用接地气的语言向群众进行宣
传，提升政策知晓率。二是加强

“社区共建”工作。局党支部与
社区党委通力合作，定期开展
民情走访、政策宣讲、信息咨
询、节日慰问等主题服务活动，
促进单位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定期赴驻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对驻地社区开展的活动，
积极参与支持、发挥优势、通力

合作。鼓励单位党员利用业余
时间积极参与报到社区各项建
设，通过义务劳动、爱心岗位、
集体活动等服务方式，带头参
加社区文化、卫生、环保、平安
创建等公益性活动，在志愿服
务中体现先进性。

信用监管，实现“阳光”运
行。

依托“信用荣成”平台，不
断完善医保领域信用信息，将
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医药
护师、参保人员三大重点领域
纳入医保征信管理系统，将信
用管理融入到医保基金日常监
管工作当中，按照守信激励，失
信惩戒的原则，加强信用评价
结果应用，将信用评价结果作
为开展医保稽查工作的重要参
考，对不同信用级别的医保相
对人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并
实施联合奖励和惩戒，努力营
造一时失信、处处受限的氛围。

(王国平)

【临床前沿】高龄老太呕出大量鲜血生命垂危竟与长期服药有关
日 前 ，8 2 岁 高 龄 患 者

刘某因突发呕吐鲜血，紧急
入 荣 成市中 医 院 脾 胃 病 科
治疗，医师结合该患者既往
服药史，初步考虑出血与该
名 患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及
止痛药导致的胃黏膜损伤有
关。

保守治疗4小时后老太再

次呕血，情况十分紧急，患者虽
然否认既往有肝病史，但腹部
彩超提示其门静脉高压，所以
医师还是考虑可能是合并食道
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急诊
胃镜手术迅速展开，患者的血
压逐渐回升、生命体征渐平稳，
手术成功。

目前，患者已安全度过术

后再出血、感染等危险期，不
久便可康复出院。

荣成市中医院脾胃科主
任王燕介绍说：“食管-胃底静
脉曲张有时病情隐匿，很多患
者是出现消化道大出血时才
发现病情，若抢救不及时，随
时有生命危险。长期口服阿司
匹林及止痛药物患者，很多都

伴有胃黏膜损伤，病情进展可
发展为消化道出血、穿孔，危
及生命。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一定要定期进行胃镜检查，特
别是有胃癌家族史、慢性肝
病、长期口服阿司匹林、止痛
药及其他刺激胃肠道的慢性
病药物的朋友更要注意了。”

(邹玉倩)

携手家医 同心抗疫

近日，在2020年世界家
庭医生日到来之际，崂山街
道卫生院开展以“携手家医

同心抗疫”为主题的宣传。
深入村居集市开展宣传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折页、量

血压等方式，向前来咨询的
居民详细讲解家庭医生的重
要性，签约的好处，提高居民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
认识及签约的积极性。

(毕亚洁)

崂山街道卫生院举行世界高血压日宣传

5月17日是第16个“世界
高血压日”，我国现有高血压
患者3亿余人，高血压被称为
危害我国居民健康和生命的

“无声杀手”。加强高血压防

治工作刻不容缓。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院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主 题 宣 传 活
动。医务人员深入村居集市
开展以“精准测量 有效控

制 健康长寿”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发放
健康教育宣传资料、控盐工
具、提供免费测量血压来宣
传高血压防治知识，引导更

多群众知晓个人血压，养成
定期测量血压的习惯，建立
正确的治疗理念，提高生活
质量。

(毕亚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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