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医院名称 序号 医院名称

1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16 蓬莱市人民医院

2 山东玲珑英诚医院有限公司 17 蓬莱中医医院

3 龙口市人民医院 18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人民医院

4 海阳市人民医院 19 龙口市中医医院

5 烟台海港医院 20 海阳市中医医院

6 烟台市中医医院 21 招远市中医医院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〇医院 22 招远市人民医院

8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 23 莱阳市中医医院

9 烟台市福山天府中医医院 24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10 烟台毓璜顶医院莱山分院 25 栖霞市人民医院

11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6 栖霞市中医医院

12 烟台业达医院 27 莱州市人民医院

13 烟台昆仑山医院 28 莱州市中医医院

14 烟台芝罘医院 29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院

15 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 30 烟台华医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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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喜报传来！高招会上果然有“高招”
牟平女孩629分考上中国传媒大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楠楠

7月29日，烟台高招会上问“高
招”，8月12日喜讯传来，“录取啦”！

“我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
啦！”8月12日一大早，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就收到了一名烟台考
生的报喜信息。

“感谢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这
段时间丰富的高考资讯报道，这
些报道为我选择学校和专业提供
了很重要的参考，特别是咱们高
考招生咨询会，高校老师面对面
指导，让我受益匪浅。”这位烟台
考生来自牟平一中高三16班，名叫
孙铭悦，“因此，我得知自己被录
取的消息就第一时间向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报喜来了！”

全家总动员

早早规划高考志愿

总分629分，语文116分、数学
111分、外语141分、化学74分、生物
93分、地理94分这是孙铭悦今年的
高考成绩。对于这样的成绩，孙铭
悦说算是正常发挥后偏好一点
点。平常在学校学习成绩算是中
游偏上一点，但学科发展不平衡，
有偏科倾向，这次高考优势学科
凸显明显。

成绩出来后，高考志愿填报
提上日程。谈到自己的报考历程，
孙铭悦说，“关于高考志愿选择这
个事，算得上是全家总动员了，七
大姑八大姨，各位亲戚就派上用
场了，一定要多多咨询！高考是一
个人的单枪匹马，上了考场，你能
依靠的只有你自己；填报志愿是
一群人的联合作战，综合考虑，全
面规划，整理出一套最保险的方
案。”

“有了父母长辈们的建议参
考后，关于专业的选择，我想首先
应该是自己喜欢或者不排斥的，
然后要考虑以后如果真干这行，
能维持生活的。如果能和父母达
成统一意见，那再好不过了。不

过，如果你认定哪一个专业，那就
去追求梦想吧，这倒也没什么不
可。少年之所以谓之少年，不就是
那种拼劲和无畏吗？如柏拉图所
言，‘有理想在的地方，地狱便是
天堂，有希望在的地方痛苦也成
欢乐’。”孙铭悦说，“一定要早早规
划高考志愿，考虑的时间越长，你
的取向就会越明显！这段时间我
一直关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关
于高考的各类报道，给了我很多
启发和参考，另外我还做了性格
测试和能力测试以及价值观测试
等等，我喜欢唱歌、写作、与人交
流，属于社会型和艺术型人格，但
一提到数字就头疼，思维不严谨，
因此我把专业选择在文科类，比如
新闻传播类、外语类小语种等。”

得到现场指点

高招会上受益匪浅

“有了对自己的进一步认知
和对专业方向的把握，还需要进
一步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准
确，正好在关注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的报道中，我加入了齐鲁晚报
高考群，也得知了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举办的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7月29日来烟台举办本科专场的
消息，我决定到现场和高校老师
面对面交流我的想法。”孙铭悦
说，“7月29日一大早，我就和伙伴
从牟平出发来到高招会现场，在
和高校老师们的交流中，我逐步
印证了自己的思路是对的，并且
得到了老师面对面的指点，受益
匪浅，逛完高招会后，心里踏实了
不少。”

孙铭悦参加完高招会后，进
一步修正了自己的报考方案，根
据之前选择的新闻传播类和外语
类的专业方向以及喜欢的城市，
她将高校锁定在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
范大学等一类高校，“提前批最好
报一下，使劲冲一冲，万一冲上
了，多划算，冲不上也不影响常规
批的录取。以我自身为例，我一开

始并不考虑提前批，后来经过咨
询了才知道中国传媒大学的小语
种在提前批，我就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填了表，没想到最后真的被
录取了！所以，一定要多咨询，认
真地看看学校招生计划！”孙铭悦
说。

被提前批录取

已规划好大学生活

最终，孙铭悦在普通类提前
批被中国传媒大学葡萄牙语专业
录取！“要感谢高中教过我的所有
老师，特别是我的班主任孙君乐
老师，在高考最后冲刺阶段我有
段时间特崩溃，孙老师先后多次
找我耐心谈话，稳固了我的情绪，
使我高考得以正常向好发挥。感
谢我最爱我的父母，我爸给我启
蒙，给我开拓视野，我妈负责学习
方法和具体实践。”孙铭悦说，“我
爸喜欢关注时政，历史、天文、地
理、医学啥的各方面都懂一些，所
以从小我俩就喜欢在饭桌上交
流，等到初中和高中，我跟我爸基
本谈论的是时政和国际关系这些
话题，我高考那会儿晚上回家，还
和他交流过一小会儿。我妈小时
候管我，特别是小学，因为学习不
咋地，后来上了初中学习有起色
就不咋管我了，除了考得特别不
好会被面谈，再后来学习方面基
本全权交给我自己，她只管大方
向。”

对于大学的规划，孙铭悦说
大学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好好学
习，有精力的话选修新闻传播或
者国际经济与贸易之类的第二专
业双学位。本科毕业要继续考研，
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
业争取考入外交部或者跨专业考
研，去媒体或企业工作。“这只是
初步规划，计划不如变化快，桥到
船头自然直，等真正到了做决定
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就已经会有
选择了。”孙铭悦说，“希望靠自己
的专业和本事吃饭，踏踏实实生
活，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烟台新增25家省内门诊慢病联网结算定点医疗机构
总数已达30家，患者可在医院直接报销，无需再返回参保地办理

本报烟台8月13日讯(见习记者
张子晗 通讯员 商鹏程) 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医
保局获悉，为方便省内门诊慢病患
者异地就医，烟台市医保局深化流
程再造，新增门诊慢病异地联网结
算定点医疗机构25家，目前总数已
达到30家，提前完成每个县级行政
区域不少于2家的工作目标。山东省
内异地安置备案在这30家医院的门
诊慢病患者，可在医院直接报销门
诊慢病医疗费用，无需再返回参保
地手工报销。

具体流程如下：信息备案：门诊
慢病省内异地联网结算需要先备
案，由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上
传备案信息；

持卡(证)就医：办理备案后，参
保人可持社保卡或身份证到已开通
门诊慢病异地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医疗机构查询备案信息，进行

身份核对，患者就医取药执行就医
地门诊慢病管理规定；

联网结算：异地就医结算时，就
医地将就医医疗费用按照大类费用
信息实时传送至参保地经办机构，
参保地经办机构按照当地规定进行
核算，区分参保人个人与医保基金
应支付金额，并将结果经省异地就
医平台回传至就医地定点医疗机
构，用于定点医疗机构与参保人员
直接结算；

待遇政策：药品、诊疗项目及服
务设施按照就医地目录执行，起付
标准、支付比例和支付限额等按照
参保地医保政策执行。

下一步，烟台市医保局将根据
参保人的报销需求，继续增加省内
门诊慢性病联网直接结算定点医院
数量，为省内异地安置门诊慢性病
患者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医保报销
服务。

牟平一中孙铭悦被中国传媒大学葡萄牙语专业录取。

高考录取进行中！7月29日
山东高招会本科综合场烟台
站结束后，下一场高招会即将
到来！2020年山东高考招生咨
询会高职(专科)烟台场将于8
月24日上午9:00在烟台芝罘万
达广场举办。

2020年是山东新高考落地
元年，山东采用“专业(类)+学
校”志愿填报方式，普通类志愿
填报不超96个，新的填报志愿
方式，新的录取程序，面对全国
2740所普通高等院校700多个专
业，专业/学校，如何选择？

为做好2020年高校招生工
作，满足山东省广大考生对于
新高考志愿填报、学校专业学
科选择、权威招生信息咨询的
需求，为省内外高校提供权威
规范的招生宣传平台，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特举办2020年山东
高考招生咨询会。

其中，烟台专科高职专场

将于8月24日在烟台芝罘区万
达广场(烟台市芝罘区西关南
街6号)举办。百所高校聚集烟
台，省内外高校的招生负责人
将介绍学校的招生政策，并就
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专业设
置等回答考生提问。

想了解高招会更多信息
的考生和家长，可加高考招生
咨询群(QQ群号:464793842)，想
了解高招会其他信息，可咨询
烟 台 组 委 会 李 老 师 0 5 3 5 -
6610123。

即日起到8月23日，广大考
生和家长可以凭借准考证、身
份证领取高招会门票。领取地
址：烟台市互联网智慧产业园
204(芝罘区峰山路1号，公交站
点：夏家卧龙站，途经公交：15、
19、57、76、80路等)，领取时间：9:00
-16:00(工作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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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8·24”烟台高招会
下一个录取的就是你

30家省内异地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联网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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