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2021年社保缴费基数申报开始
一年一度的企业社保缴费基

数申报工作已经开始了，请参保
企业一定要及时进行社保缴费基
数申报，以免影响待遇享受。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荣成市
参保单位2021年度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申报仍然采取联合申报的方
式，实行社保系统和医保系统单
位编号统一、参保人员统一、缴费
基数统一的参保单位“一网”申
报。

一、申报范围
在荣成市参加社会保险的机

关企事业单位。
二、申报期限
机关事业单位申报期限：
2021年1月4日—1月31日

企业申报期限：
2021年1月4日—3月31日
三、申报标准
2021年职工缴费基数按照职

工本人2020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
如 实 申 报 ，最 低 缴费基数暂定
3 4 5 7元，最高缴费基数暂定为
19012元。2020年度全省全口径城
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公布后，按
照政策规定统一对参保单位职工
缴费基数进行“保底封顶”调整，
产生的缴费差额进行多退少补处
理。

四、申报方式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采用

一网申报的方式。申报流程如下：
1、登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网站，通过“业务经办”
中 的“ 单 位 版 社 保就业网上申
报”，进入“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
统”；

2、点击“缴费基数申报”；
3、录入单位信息，认真阅读

“注意事项”；
4、点击下一步，录入职工缴

费基数并保存；
5、打印《2021年参保单位申

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签字确认
表》(以下简称《签字确认表》)；

6、提交申报 (先打印，再提
交)。

五、申报方式
参保单位携带《签字确认表》

或《2020年社会保险费基数申报

汇总表》到社保中心一楼3到7号
窗口进行申报。

六、缴费流程
(一)机关事业单位
参保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申报通过的，自1月份起
按核定的应缴数额缴费；申报未
通过的，须重新申报。

(二)参保企业
2021年1月份，社保和医保机

构按照参保企业2020年度12月份
职工缴费基数制定2021年1—3月
份的临时缴费计划。参保企业在
1—3月份期间，缴费基数申报通
过的，从通过之月按核定的应缴
数额缴费；未申报或申报未通过
的，暂按临时缴费计划缴费。自4

月份起，参保企业须申报通过后
方可缴费。

七、其他事项
(一)2021年申报缴费基数的

职工是指截至2020年12月31日缴
费的人员，社保、医保系统参保人
员必须一致。申报基数期间，12月
末的人员如不一致或有变动的，
请在申报前及时处理。

(二)参保单位申报的职工缴
费基数保留到整数位。

(三)各参保单位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操作流程进行申报，《签字
确认表》必须经职工本人签字确
认，并在单位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并留存备查。

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荣成医保作风大改进

力促服务大提升

自干部作风大改进活动开展以来，荣成
市医疗保障局以抓铁有痕、刀刃向内的
勇气和决心，聚焦服务领域的堵点难点
问题、聚焦自身能力建设的短板弱项，深
入排查、狠抓整改，切实提高群众对医疗
保障工作的认知感和满意度。

聚焦服务对象的堵点难点,通过开
展采取座谈会、分组走访、综合评价的形
式征求服务对象对医疗保障的意见建
议、开展医保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开展药品、耗材价格专
项整治工作。同时出台了特殊群体帮办
代办机制，明确了工作职责、特殊群体人
员范围、工作流程，并建立了延伸服务机
制。坚持服务窗口前移，在企业、医院设
立17家医保工作站的基础上，先行在三
环、曙光等5个城市社区打造医保服务
站，将异地居住备案、长期护理保险等8
项业务下放至社区直接办理，发动发动
干部职工，联合爱心企业帮扶好运角中
学17名学生。(王国平)

三天活一天干完，荣成供电与寒潮竞速26小时
35千伏靖海变电站完成双电源改造，荣成从此结束变电站单电源供电史

近日，经过荣成供电26个
小时连续努力，35千伏靖海变
电站完成双电源改造，赶在风
暴潮来临前成功投运，荣成从
此结束变电站单电源供电历
史。

在这场与寒潮竞速的紧张
战斗中，荣成供电干部职工不
畏严寒、连续作战，展现了荣电
人勇往直前、使命必达的责任
与担当。

按照改造方案，靖海站单

电源改造工期为3天。近期，荣
成发布寒潮强降雪天气预警，
考虑靖海站恶劣天气下单电源
运行存在较大风险，荣成供电
在与市公司沟通后，将工期从
三天压缩到一天一夜，并抽调
人马火速前往110千伏赵家站
和35千伏靖海站加紧施工。

当日，荣成最低气温-8℃。
雨夹着雪，在大风席卷下，没落
地就成冰豆子，柏油路很快被
涂成了镜面。

以往50分钟的路程硬生生
被拖成了两个多小时，“快点、
再快点！”与酷冷的天气相比，
参战队员们的心像火一般的炽
烈。

在进行线路保护对调时，
为了保证操作灵活，大家全都
脱下了手套，不到5分钟手指都
冻僵、没一点知觉。为尽快恢复
手指灵活，大家快速搓几下、插
入腋下暖和半分钟，趁着热乎
气再急赶两分钟，如此反复。

人和一带连续几次降雪积
攒下的雪水混着泥水，浸透电
缆沟底，班长栾海青带着兄弟，
使尽全身力气拆除临时电缆，
并将主变电缆精细接入，几个
小时下来，个个都成了脸色通
红的“泥猴子”。

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一
天当成三天干”，赶在暴雪来临
前，升级后的靖海变电站顺利
投运。

(隋鹏飞 于小晏)

荣成供电员工冒雪逆行
避免客户100多万元损失

1月8日13时20分，在9级大
风和冰雪天气影响下，荣成10
千伏东墩线西虾支线1至3号杆
倒线断，两家水产养殖场架上
专变跌落报废、20组充氧机停
摆。如果停电超过6小时，密集
养殖的梭子蟹会因缺氧而大批
死亡，经济损失将超过100多万

元。
西虾支线 1至 3号杆是用

户专线，产权为养殖场所有。
接到客户求助电话，1 5 时 1 8
分，荣成公司 2台发电机运抵
养殖场紧急保电，与发电机同
步抵达的宁津业务站韩小杰、
丛龙会、原新华等 9名抢修人

员 ，趁 风 雪 减 弱 迅 速 启 动 抢
修。

考虑风雪太大、物资运输
困难，抢修人员紧急协调新变
压器的同时，拉接临时电缆，
紧急恢复供电。

寒潮下的荣成海边，温度
跌至 - 1 6℃，不到 2 0分钟，大

家的鞋子里外浸透，灌入的冰
雪 将 鞋 子 和 皮 肉 黏 连 一 起 。

“快点、再快点”，面对群众焦
急、期盼目光，工作人员选择
了不管不顾，至1月9日早5时，
临时电缆送电成功，1 0 0多万
元的损失避免了。

(隋鹏飞 曲明军 )

崂山街道食品冷链加工厂260余人接种新冠疫苗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院对辖区
食品冷链加工厂260余名从业人
员进行了新冠疫苗接种。

医院成立新冠疫苗接种领导
小组，合理安排疫苗接种流程，保
证首批疫苗接种顺利完成，接种
本着自愿接种的原则，高风险从
业人员争取做到“应接尽接”。

查验健康码、测体温、询问流
行病史、填写新型冠状病毒灭活

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之后到预
防接种室接种疫苗，留观30分钟，
应急抢救小组待命，一气呵成，整
个疫苗接种顺利安全完成。

医院公共卫生科充分利用留
观30分钟，开展新冠肺炎知识讲
座，着重讲解冷链食品加工期间
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正确佩戴口
罩、手套和着工作服上岗的同时
做好个人卫生、手卫生，确保关键

防护措施到位。同时给大家讲解
了新冠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及
疑似接种异常反应。

为及时消除进口冷链食品疫
情传播风险，医务人员呼吁高风
险从业人员争取做到“应接尽接”
一个不漏，尽力缓解输入性疫情
防控的压力，降低本土病例发生
和国内疫情爆发的风险。

(毕亚洁)

荣成人民医院ICU成功开展高流量湿化氧疗

近日，荣成市人民医院ICU成
功开展多例高流量湿化氧疗
(HFNC)技术，在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上取得了良好临床效果。

此前，呼吸衰竭病人必须紧
急接受无创呼吸机通气或气管插

管呼吸机支持治疗，病人不易耐
受且经济负担重。HFNC作为一种
新的氧疗方式，能有效改善氧合，
迅速改善患者的缺氧状况，减少
有创及无创机械通气概率，并通
过加温、湿化装置使气体达到人

体最适宜的温湿度，极大提高舒
适性。该技术为临床治疗提供了
一项可选择的呼吸支持技术，对
进一步推动重症医学科的发展，
提升患者治疗体验具有重要意
义。 (李煜)

荣成中医院荣获省级“优质服务单位”称号

2020年12月31日，山东省卫
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命名2020年
度优质服务单位和智慧服务品
牌的通知》，确定60个优质服务
单位和52个智慧服务品牌，荣成
市中医院荣获“优质服务单位”
称号，是威海市获此称号的三家
医疗单位中唯一一家县市级医
疗单位。

近年来，荣成市中医院始终
坚持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双效共
举同步提升的发展思路，以人民
群众身心健康事业为推动医疗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不

断加快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工
作，随着当下社会医疗资源不断
的进行优化配比，荣成中医院作
为荣成市唯一一家三级甲等中
医医院，不仅担负着医疗救治的
社会职能，更向着集医疗救治、
科研研究、临床教学、中医药中
心整合服务和精致化服务的综
合型的现代化中医医疗机构进
行深化转型，尤其在打造医疗服
务品牌方面，医院深耕多年，坚
持以技术促发展，以发展提服
务。

(王金玲)

数九寒冬，用“督灸”帮你扶正祛邪、增强免疫力

督脉在人体经络中有重要
的生理作用，中医认为其“总督
一身之阳气”，即管理调节人体
的生命活动。经络畅通，则百病
不生。督灸的治病作用是多方面
的，也是镇痛药物所不及的。督
灸直接作用于督脉上，将经络、
腧穴、药物、艾灸的综合作用融
为一体，激发调和十二经脉的气
血、阴阳，充分发挥温肾壮阳、散

寒祛湿、行气破瘀、通痹止痛的
功效，从而达到治疗疾病及预防
保健的作用。

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辨证
论治，将生姜铺于患者督脉脊柱
段上，于生姜上放艾绒进行灸
治。督灸治疗每次约需1小时，一
周一次，一年四季均可治疗。数
九寒冬，尤其适合！

(王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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