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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彩虹服务队用心服务企业 彩虹服务队

结对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敲开门、见到人、送上卡、交
交心，实现与客户手握手的承诺、
心贴心的服务。”

为优化供电营商环境，更好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连日来，国网
荣成市供电公司组织彩虹服务队
员，严格按照省市公司供电服务
建设暨营商环境迎评推进会部
署，主动对接辖区重大项目、重点
企业，进社区台区、走场院庭落，
不断提升供电服务质量，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让客户“获得电力”
更满意。

时下，俚岛镇鲍鱼养殖迎来
黄金季节。在永跃鲍鱼育苗场，经
过9个多月的培育，500万头鲍鱼
苗正在增氧池内等待跨上转场福
建的征程。彩虹服务队员再次对
场内养殖增氧设备开展用电诊断

和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养殖增氧
泵电器部件检修，确保鲍鱼顺利
踏上南行之旅。

走进辖区重点工矿企业，在
荣成映波水泥有限公司、海洋科
技有限公司、鑫荣建材有限公司
等企业，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实地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趋势，征询
供电服务意见和建议。

走进社区村落，送上连心卡，
核对用电信息，确保客户及时接
收停电及缴费信息，避免停电带
来的麻烦。

走进工商业户，主动介绍优
化供电营商环境“三零三省”服务
举措、工商业电价降价政策，让客
户感知国家惠民改革红利。

走进烟墩角大天鹅旅游区，

对渔家乐进行走访，了解“煤改
电”等各类优惠政策和电价执行
落实情况，征求用户电网改造、电
能替代、业扩报装等方面诉求，国
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彩虹共产党员
服务队现场解答客户用电方面的
疑问，帮助客户开展用电诊断和
安全检查，助力即将迎来的大天
鹅旅游季。

始终坚持服务“零距离”的理
念，主动开展上门服务，深入荣成
地域产业园区，按照“一企一策”
的原则，改进服务举措，现场了解
用电需求和用电方面遇到的实际
问题，悉心指导企业用户安全用
电、节约用电。用温馨服务、优质
电能，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实现与
电力客户的互利双赢。

(王路平)

10月16日，国网荣成市供电
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与威海
红十字蓝天志愿救援队开展结对
共建活动，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党委书记王炳功、副总经理樊佳
明，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长及部
分队员参加此次活动。

威海红十字蓝天志愿救援队
成立于2009年5月，是一支专业的
志愿救援队伍，以山地遇险、水
上、水下救援及城市救援为主，先
后参加了青海玉树、四川雅安、云
南鲁甸地震救援、尼泊尔地震救
援、缅甸水灾等大型全国联动的
国际国内救援。活动现场，威海红
十字蓝天志愿救援队一行4人先

后参观了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党建+”展厅和彩虹共产党员服
务队队部，对国网荣成市供电公
司企业文化和志愿服务工作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

活动当日，威海红十字蓝天
志愿救援队专业教练为50余名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员开展了伤情
鉴定及初步处置辅导培训，从如
何正确有效的拨打报警电话开
始，详细讲解了清创处理、科学止
血、处理气道梗阻、心肺复苏等专
业知识。通过这次培训，让国网荣
成市供电公司一线员工在医疗急
救知识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王路平)

医保时空

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价格公示

2020年，荣成市医疗保障
局积极组织公立医疗机构开展
药品集中招采，药品平均降价
59%，单品最高降价95%，年可
降低医药费用达1090余万元。
公立医院医用耗材价格实行零

差率。为加强药品价格管理，提
高药品价格透明度，荣成市医
疗保障局定期对公立医院20种
国家集采常用药品价格进行公
示，供广大市民购药时以作参
考。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
（元/盒）

1 阿托伐他汀钙片 片剂

10mg*14片 铝塑包装
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
1 . 68

20mg*14片 铝塑包装
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
2 . 86

2 瑞舒伐他汀钙片 片剂

10mg*28片 铝塑包装

瀚晖制药有限公

司（浙江海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受

委托生产）

5 . 6

5mg*28片 铝塑包装

瀚晖制药有限公

司（浙江海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受

委托生产）

3 . 29

3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片剂 75mg*7片 双铝泡罩包装
赛诺菲（杭州）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17 . 81

4 厄贝沙坦片 片剂

75mg*28片 塑瓶包装
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5 . 46

75mg*28片 双铝箔包装
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5 . 46

75mg*42片 双铝箔包装
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8 . 07

75mg*60片 双铝箔包装
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11 . 38

5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片剂 5mg*7片 药用铝箔
重庆药友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
0 . 49

6 恩替卡韦胶囊 胶囊 0 . 5mg*28片
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

瓶

福建广生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7 . 69

7 吉非替尼片 片剂 250mg*10片
药用铝箔（PTP）

包装

正大天晴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

8 福辛普利钠片 片剂

10mg*14片 双铝箔包装
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11 . 77

10mg*21片 双铝箔包装
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17 . 4

10mg*28片 双铝箔包装
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2 . 96

9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片剂
（150mg+

12 . 5mg）*7片
铝塑泡罩包装

赛诺菲（杭州）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7 . 6

10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

呋酯片
片剂 300mg*30片

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

瓶包装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8 . 7

11 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 胶囊 100mg*60粒
铝箔和PVC/

PVDC硬片包装

正大天晴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586 . 39

12 醋酸阿比特龙片 片剂 0 . 25g*120片

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

含热封垫片瓶

成都盛迪医药

有限公司
3828

13 阿德福韦酯片 片剂 10mg*30片
口服固体药用高

密度聚乙烯瓶

齐鲁制药

有限公司
27

14 阿卡波糖片 片剂

50mg*15片
/板*2板 铝塑水泡眼包

装

拜耳医药保健

有限公司

5 . 42

50mg*15片
/板*3板

8 . 01

100mg*15片
/板*2板

9 . 21

15 阿莫西林胶囊 胶囊剂
0 . 25g*12粒

/板*4板
铝塑包装

山东鲁抗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3 . 19

16 对乙酰氨基酚片 片剂 0 . 5g*12片
铝箔/聚氯乙烯

固体药用硬片

地奥集团成都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0 . 59

17 格列美脲片 片剂

1mg*10片
/板*3板

铝塑包装
山东新华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1 . 61

2mg*10片
/板*3板

2 . 74

18 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 缓释片 35mg*14片 铝塑枕式包装
齐鲁制药

有限公司
11 . 2

19 替吉奥胶囊 胶囊剂

20mg*12粒 聚氯乙烯固体

药用硬片和药

用铝箔密封包

装，外包铝箔袋

江苏恒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67 . 95

20mg*14粒
/板*3板

227 . 19

25mg*12粒 80 . 61

25mg*14粒
/板*2板

182 . 35

20 吲达帕胺片 片剂 2 . 5mg*30片
聚氯乙烯固体
药用硬片，药用

铝箔

烟台巨先药业

有限公司
1 . 3

荣成人民医院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教

2020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
神卫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弘扬抗疫精神，护佑心理健
康”。

为进一步提升全民精神卫
生和心理健康意识，扎实推进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荣成市人
民医院紧扣主题，开展了以普
及精神卫生知识为重点的系列
宣传活动。

医院组织心理医生先后走

进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校区、下
岗职工再就业中心、崖头双泊社
区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活动
现场，心理医生玄燕通过心理压
力测试图指导参与活动的师生、
下岗工人进行自我心理压力评
估，运用专业的心理知识分析每
个人的心理状况并予以疏导。心
理医生的讲解，让大学生及下岗
工人对心理健康有了正确的认
识，进一步增强大家的心理调适

能力和社会生活适应能力，提高
了大家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
区，心理医生带动居民上台做游
戏，通过夫妻互动情况分析夫妻
关系、亲子关系，并现场给予分
析和疏导，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
民的幸福指数。本次活动共发放
宣传资料300余份，服务群众100
余人次，取得了较好的宣教效
果。

(李煜)

荣成人民医院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金秋十月爽，九九话重

阳。”重阳节来临前夕，荣成市
人民医院院长郭光远，党委书
记吕红权，党委委员、副院长董
凯，党委委员、副院长李新成，
党委委员孙彩玲、李志壮、韩
炜，工会主席孙志军分组走访
慰问七名医院退休老领导，并
送上节日的祝福。

在医院老领导邓树波的家

中，郭光远院长详细询问了老领
导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老
领导致以问候和祝福，同时汇报
了医院当前重点项目的建设情
况，听取老领导对进一步推动医
院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吕红权书记来到医院老领
导孙用铨、田世贵家中，与老领
导促膝交谈，一起回顾了医院
的发展历程，共同感受新时代

医院建设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同时向老领导表达了节日
的问候与祝愿。

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董
凯来到老领导张忠松的家中，
感谢老领导为医院建设和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关切地询
问他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家
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李煜)

荣成中医院开展医疗废物泄漏演练

10月22日，荣成中医院举
行医疗废物意外泄漏事故应急
演练。

演练现场发现医疗废物
泄漏后，转运人员立即通知保
卫科及保洁主管，保卫科人员
立即对发生医疗废物泄漏的
现 场 进 封 锁 ，以 防 止 扩 大 污
染，同时保洁主管马上上报，

启动应急预案，院感科立即组
织人员迅速到达医疗废物泄
漏 现 场 ，对 污 染 现 场 进 行 消
毒、处理。

通过本次演练，促进了荣
成市中医院对突发事件的组织
指挥、快速响应及处置能力，加
强了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验
证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也体现了多科室合作的
团队精神，达到了预期效果，增
强了职工医疗废物管理安全意
识，使医疗废物管理人员掌握
了处理医疗废物以外流失、泄
漏、扩散时应急控制措施及自
身防护，对保障医疗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王金玲 孙筱楠)

三医院被定为威海市级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保障工伤职工
医疗康复需求，提高工伤医疗
服务水平，减轻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个人经济负担。近日，威
海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印发
了《关于公布威海市工伤保险
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威社
保发〔2020〕9号 )，将威海市17
家医疗机构确定为威海市工

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其中荣
成市共有 3家，分别为荣成市
人民医院、荣成市中医院、荣
成市石岛人民医院，荣成市人
民医院同时被确定为工伤康
复医疗机构。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治
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

的医疗机构就医，但在情况紧
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
构急救，待伤情稳定后，需立
刻转诊至工伤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治疗，若伤情稳定后仍在
非工伤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
发生的医疗费用工伤保险不
予报销。

(隋守科 李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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