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雪致交通困难 交警保道路安全
1月7日清晨，为保证交通顺畅

有序，应对恶劣天气，威海市公安
局文登分局交警大队全员出动，做
好交通疏导管控工作。

由于上一轮降雪尚未完全融
化，本次降雪使道路格外湿滑危
险。5时30分，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
局交警大队积极行动，对倪氏海
泰、新一中环岛等车流量较大、交
通环境复杂区域进行重点巡逻，防
止因坡路等问题导致车辆趴窝现
象的发生，造成交通瘫痪。

当日6时10分，针对中心医院
人流较大、部分行人腿脚不便的特

殊情况，交警大队组织巡逻警力进
行疏导，搀扶过路行人，提醒市民
注意安全、减速慢行，防止行人因
道路积雪湿滑发生意外。

通过采取多管齐下、分清缓急
的手段，交通堵塞现象得到有效环

节。但另一方面，由于本次降雪距
离上次降雪间隔时间较短，不少路
面存在尚未融化冰层，极易造成打
滑现象。交警大队提醒外出市民，
出门应减速慢行，把交通安全放在
首位。 (李桠男 王洪伟)

文登区供电公司：爬冰卧雪保供电
连日来，文登出现极端寒潮天气，

文登区供电公司以最周密的部署、最精
锐的力量全力以赴应战，迅速组织抢修
力量进行雪中特巡，加强重点线路巡
查，确保电网设备在严寒、大负荷情况
下安全运行，确保辖区内广大客户用上
安全电、舒心电。

1月5日下午2时，文登区供电公司
接到报修电话：位于文登城区的大五里
小区16号楼36户居民家中停电。经现场
勘察发现是该楼地下低压电缆因年久

发生故障，且故障点位于水泥路面下，
天寒地冻无法立即开挖路面进行抢修，
为保证36户居民家中在最短时间内恢
复正常用电，文登公司立即组织各相关
部门在现场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决
定，为16号楼敷设临时电缆为居民家中
通电。准备材料、勘察路径、敷设电缆、
接线......风雪交加中，一场30多人参与
的抢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三个小时
后，36户居民家中的灯亮起来了。

1月7日中午12时，米山供电所接到

米山镇垛夼村党支部书记袁恩友报修
电话，该村6户居民家中没有电。到达现
场后工作人员对故障现场进行细致检
查发现，低压电缆烧毁造成客户家中停
电，经过40多分钟的忙碌抢修后终于恢
复供电。

针对极端天气，文登区供电公司积
极做好除雪除冰工作，防止积雪融化设
备出现覆冰情况，进一步做好降雪天气
下的防范准备，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 (鞠海勇 王占桥)

于海游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
1月6日，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

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文
登区奥文电机有限公司农民工于海游
获表彰，被授予“全国优秀农民工”称
号。

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先进集
体每五年表彰一次，于海游是文登区大
水泊镇大台村人，2009年进入奥文电机
工作至今。十多年来，他凭着好学钻研
的劲头锐意进取，探索新知，为公司的

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先后荣获威海
市首席技师、山东省突出贡献技师、齐
鲁首席技师、威海工匠、山东省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顾旭)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母婴室获评省级“妈妈小屋”示范点
日前，经推荐申报、审核把关和实

地抽查，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妈妈小屋”
入选为省级“妈妈小屋”示范点。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爱心妈妈”小
屋始建于2016年9月，由工会负责管理，
按照“高标准、规范化”的原则，尽可能
为妈妈们提供干净、温馨的休息和哺乳
环境。小屋总面积25平方米，配备了沙

发、电视机、温奶器、饮水机等生活必需

品。此外，还有小床、遮挡帘等设施，为

哺乳期女性精心打造的一个私密、卫

生、舒适的休息及哺乳场所。紧贴墙壁，

放置着一个小型书架，上面摆放了“优

生优育手册”“哺乳期保健知识”等各种

书籍，让妈妈们在感受小屋温馨舒适的

同时，掌握到更多与生产、育儿相关的
知识。

下一步，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将进一
步推进“妈妈小屋”建设规范化水平，安
排专人打理妈妈小屋，为妈妈打造一处
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母婴文化阵地，
享受到医院的人文关怀。

(朱霖)

侯家镇卫生院开展辖区疫情防控指导
日前，文登区侯家镇卫生院组织骨

干人员按照属地化原则，对辖区内双管
单位和企业进行疫情防控指导。

工作人员对镇政府、侯家中学、侯
家小学、侯家派出所、侯家兽医站、敬老
院、侯家邮局等10余家双管单位，侯家
机电设备厂、沁源卫生用品、润洁水产、
翔宇地毯等10余家企业等重点部门，按

照宣传海报的内容，指导疫情常态化防
控和消毒液配置使用、七步洗手法，指
导学生做好个人防护、健康监测，减少
社交活动，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工
作。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通过走访辖
区居民，指导居民每天开窗通风两次以
上，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30分钟，吃熟

食，家庭内提倡分餐制，常备一定数量
的口罩和消毒用品等。

此外，医院还严把预检分诊关，安
排专人(经培训后上岗)开展预检分诊，
进院人员三个必需(戴口罩、测体温、查
验证码)，询问旅居史，间隔1米线，对发
热患者由专人引导至发热哨点诊室就
诊。 (刘建军)

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辖区疫情防控指导
近日，文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组成具有专业素质的指导小分队，深
入到辖区内双管单位及企业等重点部
门，对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规范化疫情防
控指导。

专业人员按照海报内容指导常用
消毒液配制及预防性消毒方法，重点讲

解人员流动少的公共场所如办公楼，以
及流量较大的场所如大厅、电梯间等的
消毒方法。通过指导，相关人员加深了
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增强了科学
防范意识，提升了疫情防控能力。

此次疫情防控指导，文登区天福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指导7家双管单位和

50多家企业，发放疫情防控宣传海报
100余张、宣传手册200多份。下一步，文
登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会继续
深入辖区双管单位、企业等重点部门，
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帮助重点部门解
决疫情防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赵照)

为进一步加强《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的宣
传学习和贯彻落实，提升广大师生诚信意识和
遵纪守法的观念，形成崇尚诚信、践行诚信的家
园风尚。文登区米山中学有条不紊，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校园诚信建设。

文登区米山中学不断健全和完善师生信用
档案，教师和学生实行“一人一案”，对教师和学
生平时的优劣表现及时记录在案，作为教师和
学生年度评优选优的重要依据；利用学校电子
屏、宣传栏等载体广泛宣传《条例》，营造浓郁诚
信守信氛围；在师生之间广泛开展信用承诺活
动，加强社会信用理论学习。开展“诚信书吧”

“诚信餐厅”“诚信操场”等诚信活动，进一步夯
实师生信用意识基础，养成诚实守信习惯；依据
考核制度开展好“信用议事会”活动，对教师每
月活动及时总结、认定；大力倡导信用公示，建
立信用“红黑榜”，对师生守信或失信行为及时
给予公示；筹措资金，建立诚信超市，按照年度
信用等级给予教师和学生不同的物质奖励。

(孙先红)

米山中学推进校园诚信建设

连日来，文登区葛家中心卫生院紧紧围绕
着“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要求，结
合工作实际，全面开展“三问三查三改”主题活
动，倡树担当作为、敢于负责、狠抓落实的优良
作风。

通过学习作风大改进行动实施方案，落实
工作措施，重点解决担当精神缺乏、遵章守纪不
严、工作效率不高、贯彻执行不力等问题。文登
区葛家中心卫生院全员开展“三问”：一问首问
负责制为什么不能有效落实。二问自身存在问
题为什么不能主动发现；三问部门职责边界不
清问题为什么不能及时解决。通过深刻自问自
查自纠，进一步形成上下联动、职责清晰、协同
高效的工作机制，更好解决群众各类诉求，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落细。

与此同时，文登区葛家中心卫生院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设置反映问题意见箱、门诊住院病
人电话回访等方式，多途径全方面地征求病人
对医院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就医便捷度、费用
公示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及时解决服务态度、环
境卫生、便捷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
病人获得感满意度。

此外，文登区葛家中心卫生院对全年群众
反映的诉求重新全面梳理，逐项剖析症结，坚持
边排查、边剖析、边整改，从源头上治理推诿扯
皮问题，坚决杜绝不担当、不作为的行为，压实
压紧责任，确保干部作风大改进行动落到实处、
见到实效。

（慈勤海）

葛家中心卫生院
开展“三问三查三改”活动

1、什么是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作为社保卡的线上形

态，是一个方便快捷电子凭证和结算工
具，现如今，电子社保卡的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

电子社保卡全称为“电子社会保障
卡”，是社保卡的线上形态和电子证照，
是持卡人线上享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服务等民生服务的电子凭证和结算工
具，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功能相通，
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统一
认证、统一管理，全国通用。

持有二代社保卡的参保人员都可以
申领电子社保卡，如果您的实体社保卡
处于注销状态，将无法申领或使用电子
社保卡。 (高晶)

2、如何申领本人的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在各级人社部门APP、

政务服务APP、社保卡合作银行APP、规

范的民生服务APP等多个渠道APP上都
可以申领和使用。目前，威海市开通的主
要申领渠道有:“威海人社”手机APP、支
付宝、“威海人社发布”微信公众号、工行
融易联等。 (王艳)

3、使用电子社保卡怎么办理社保转
移？

首先通过电子社保卡的社保转移申
请开通地区服务，查看您的新就业地是
否已开通网上申请服务。对于已开通网
上申请的地区，您可以点击“全国服务”-

“社保转移申请”服务，填写转移申请相
关信息，并经人脸识别的实人认证后，提
交申请。办理进度情况可以随时通过“全
国服务”-“更多”中的“社保转移申请审
核结果”和“社保转移进度”服务，查询转
移申请结果及后续转移进度。 (杨英红)

4、电子社保卡作为身份凭证的应用
场景有哪些？

电子社保卡具有身份凭证功能，具
体应用场景：

一是入社业务经办服务口，工作人
员通过扫描参保人员电子社保卡二维
码，能够快速判定人员身份，减少系统的
录入。

二是人社自助服务一体机，通过扫
描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可以快速登录自助
服务一体机，进行查询、打印等业务办
理。

三是在支持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威
海市人社局个人网上服务大厅，使用“扫
一扫”即可实现快速登录，不需再注册或
输入密码登录。

目前，威海各区市经办服务大厅、威
海市人社局个人网上服务大厅、社保自
助服务一体机均可以扫码认证、扫码登
录。 (高晶)

5、文登区按鲁人社发〔2015〕29号文

件参保缴费已领取待遇的人员，居民养

老保险怎么办？

文登区符合鲁人社发〔2015〕29号文

件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并于2020年12
月开始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处理方法如下:
1 .选择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职

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其个人账户本息已

经全部转移到其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重复缴费年限的居民养老保险本金

已经退还到其领取退休金的社保卡中。
2 .选择居民养老保险退保养老关系

不转移的人员。其个人账户结清退保工

作已启动，参保人员个人无需办理退保

手续，文登区人社局将按照参保人员退

休的时间顺序，陆续将退保金发放到其

领取退休金的社保卡中，2021年1月底前

全部退保完毕。 (周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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