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易办”助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日前，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工作人员通过全程帮办网办，
为位于荣成市港西镇北部海区内
海岛(鸡鸣岛)上20余户民宿旅游
经营者集中办理注册登记及食品
经营许可相关事项。

鸡鸣岛因独具特色的自然

风光被选为2 0 1 3年湖南卫视真
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拍摄地，
现已成为国内海岛游的网红打
卡地。岛上居民6 8户，主要从事
民 宿 、休 闲 观 光 等 经 营 项 目 。
2021年春节过后，该村20余户驻
岛民宿经营者集中申请增加餐

饮服务经营项目。为有效防控疫
情，支持乡村文旅产业发展，荣
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全程帮办
并通过不见面证前指导、审批服
务送上门等一系列创新服务方
式，为该村在旅游季前增加餐饮
服务经营项目。

工作人员通过互联网+视频
勘验手段线上对申报现场的卫生
状况、工艺布局、设备设施等许可
条件进行指导确认，跟踪服务；在
确认符合要求后，结合告知承诺、
容缺办理等服务机制进行集中登
岛核查，对符合许可要求的现场

发放许可证。同时借助登岛为该
村换发新版营业执照，证照联办，
实现群众办事不出岛，政务服务
送上门效果，擦亮“荣易办”政务
服务品牌，全面助力乡村文旅产
业发展。

(李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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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专栏

荣成市人民医院送“技”入村，群众健康缺“医”不可

近日，荣成市人民
医院积极组织开展在岗
乡 村 医 生 业 务 培 训 活
动。培训采取线上远程
授课的方式进行，医院
急诊科主任王学栋、血
液 肿 瘤 一 科 主 任 蔡 艳
青、血液肿瘤二科主治
医师毕洁静担任讲师，

荣成市人民医院13家医
共体单位辖区内 2 3 8名
在岗乡村医生参加了本
期培训。培训中，各位乡
村医生认真听讲，并对培
训内容作了详细记录。

荣成市人民医院对
医共体单位辖区内的在
岗乡村医生业务培训活

动每季度举办两次，以提
高乡村医生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为目标，通过强化
对基层乡村医生的专业
能力培训等方式，不断推
进村医医疗技术水平提
高，有效保障农村卫生工
作顺利开展。

(玄燕)

荣成市中医院邀请专家讲座授课

近日，荣成市中医院
组织医院职工进行业务学
习培训活动，邀请威海市
立医院高孝忠副院长讲座
授课。荣成市中医院党委
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部
分职工，荣成市妇幼保健
院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也
应邀参加此次讲座。

讲座由荣成市中医院
党委书记、荣成市妇幼保
健院党委书记房建壮主
持。高院长此次讲座分别
围绕《精品科室的建设》和

《消化内镜技术诊疗进展》
两个课题展开，为脾胃病
科和消化内镜中心如何持
续发展双效共举提供了创

造性思维。
最后医院党委书记房

建壮做总结发言，希望每
位医生要珍惜每一次学习
的机会，切实提升自身的
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依
托我们现有的优势条件，
勤劳苦干打造更优秀的精
品学科。 (姜斐)

简讯

近日，荣成市人民医院组织召开安全
生产专题会议，院长郭光远作重要讲话，
党委书记吕红权主持会议。院班子全体成
员、全体中层干部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郭光远院长分析了当前面临的
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带领大家学习新刑法
与安全生产有关条例，部署医院当前及下
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体干部职工一
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全力抓好医院安全生
产工作，共同打造安全可靠、和谐稳定的
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邹英姿)
3月16日，荣成市中医院党委班子组

织全院后勤科室负责人对全院进行了一
次全面的行政大查房，对全院所有临床和
职能科室及水电、医疗等设施管理进行了
逐一检查。

检查过程中医院党委书记房建壮针
对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对于检查存在的隐
患和问题，要求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落
实，了解问题制定详细的解决方案，始终
保持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科室落实到个
人，保证医院的安全生产工作顺利开展。

(姜斐)
春季气温变化大，常会使周身血管收

缩，血液运行缓慢，使椎间盘内压力增大。
当腰椎间盘突出症越严重，对患者的生活

影响越大，荣成市中医院提醒中老年人弯
腰时动作不宜过快，出门锻炼时注意保
暖，适度添减衣物，如果疼痛症状明显，或
者下肢麻木酸痛，应及时就诊。预防小妙
招：注意穿衣保暖、多活动、多补钙。

春天是万物更新的季节，也是各类疾
病频发的季节，大家在春天一定要做好各
类疾病的预防措施，以免患了病遭受病痛
的折磨。特别是有肩背疼痛以及腰腿疼毛
病的朋友以及有颈腰椎病病史的朋友要
注意预防复发。

(林莹)
近日，荣成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视频

连线北京世纪坛医院宿慧教授、王亚丹博
士，开展学术交流及手术视频演示。荣成
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内科学博士徐
恩斌主持会议，消化内科病区、内窥镜室
医护人员参会学习，宿慧教授、王亚丹博
士分别演示了结肠早癌内镜下治疗术，并
同步讲解了相关理论知识及操作要点。徐
恩斌主任与北京世纪坛医院两位专家深
入交流胃肠早癌的内镜治疗经验，共同探
讨内窥镜最新技术动态。现场学员还踊跃
提问，积极向专家请教。

此次会议的举办，对推进医院内镜技
术发展，提高内镜下早癌诊治率和患者生
存率具有重要意义。 (徐恩斌)

浦发银行开展

“3·15防诈骗防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民众对非法集资和
各类诈骗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浦
发银行荣成支行联合崖头街道各社区
组织开展了“ 3·1 5 防诈骗、防非法集
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荣 成 支 行 工 作 人 员 多 次 走 进 社
区，向社区老年群众普及非法集资知
识，讲解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识别非
法集资活动的形式；了解金融产品，客
观评估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介绍电信
诈 骗 、网 络 诈 骗 、新 型 传 销 活 动 的 特
征，树立抵制高额利润诱惑的意识。另

外还通过现场有奖问答、寓教于乐的
形式，强化老年人防骗、防范非法集资
的意识。

此次宣传活动，帮助了社区老年
群众养成“多问、多想、多学”的习惯，
累计分发宣传手册、宣传单 2 0 0余份，
通过微信扫码关注《消保靠“浦”》电子
杂志160人次，为40余人提供相关咨询
活动，增强了群众对各类诈骗、非法集
资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练就火眼
金睛，提升大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陶竹琳 )

荣成经济开发区：

“三到位”助力小微企业升规纳统

为进一步提升“小升规”工作的质量，
加强小微企业培育发展，荣成经济开发区
通过开展信息摸底,加强服务指导,落实政
策支持,助推企业尽早实现“升规纳统”。

跟踪服务到位。提前进行摸底，对辖区
内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小微工业企业
进行定期走访、实地查看，深入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状况、发展规划、研发创新、技术改
造等情况，每月跟踪落实经济指标，上门宣
传入库工作的重要意义、奖励政策等，提高
企业升规纳统的积极性。截至目前，荣成经
济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达27家。

业务培训到位。组织6家新增规上工业
企业参加统计业务、统计法规培训会，向企
业统计人员讲解相关的统计法律法规，规
范企业联网直报的数据质量标准和台账建
立等基础设施建设内容，提高基层统计人
员业务素质。上门辅导，深入企业进行“面

对面”培训，现场帮助企业安装统计联网直
报平台，为企业统计人员详细讲解统计指
标概念、取数流程以及填报过程，用服务精
准对接企业，从源头夯实数据质量。组建统
计线上群，及时发布报表填报的开网和截
止时间，确保所有企业顺利上报,及时推送
报表填报注意要点，随时随地解答问题和
疑惑，提高报表效率。

数据审核到位。坚持“即报即审”原则，
采取人工审核与程序审核相结合的方式，
不断加大数据审核的力度。在人工审核阶
段，认真核实是否有漏报和对指标理解错
误的误报，发现有数据疑问或者波动较大
指标，及时沟通企业核实，指导企业正确填
报。在上级程序审核阶段，依据审核结果，
针对核实性问题和提示及时与企业沟通确
认，并逐项予以说明，提升统计数据质量。

(李钟 许杰 王海燕)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阳春三月播新种，提升服务正当时

阳春三月，春意正浓，供电企业提升服
务正当时。为进一步提升供电所服务水平，
拓展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模式，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在3月9日-18日，开展了2021年

“提服务 降投诉”专项培训，培训共5期，
每期2天，近四百人参加。培训全程井然有
序，过程流畅，亮点纷呈。

亮点一：投诉处理，茅舍顿开。投诉的
“两个十条”红线管理讲解等，老师从高度
专业的视角，透彻解读分析了引起投诉的
关键，通过工单和案例的学习，预防投诉、
应对投诉，对学员提升优质服务，降低投诉
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亮点二：互动积极，幽默风趣。老师课
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学员完全参与到课程
的学习中，全程与老师互动积极，老师授课
风格幽默风趣，利用津津乐道的举例阐述
清深奥的道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升
服务技巧。

亮点三：案例教学，最接地气。在讲授

服务投诉与沟通的理论观点，采用“案例分
析+情景模拟+交流研讨+点评改进”的方
式，教学形式让大家耳目一新，让学员易于
接受，学员们纷纷点赞：“这种案例教学接
地气，让人越听越爱听。”

本次课程老师们倾囊相授，学员积极
参与，一起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老师从专业
的视角，给学员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学员收获颇丰第感慨道：“老师讲
的都是我们最想了解的东西。培训时间太
短了！全是干货，回去还要慢慢消化”。仿佛
一场“及时雨”，对“提服务，降投诉”和很大
的帮助作用。

本次培训的圆满结束又是实际工作一
个新的开始，按下供电所服务“快进键”，以
本次学习为契机，加强业务，扎实服务，实
现提服务，降投诉。让公司的服务走在前
列，服务彰显特色，为用电客户美好生活的
需求提供保障，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荣
成赋能！ (李冉 张水晶)

个人可以一次性补缴社保费？谣言！

近期，社会传言有“个人一次性补缴职
工养老保险政策”，可以以个人身份一次性
补缴职工养老保险，根据年龄不同，金额从
13万到15万不等，补缴后就可以领取退休
金。荣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此提
醒大家：对于职工社会保险费的补缴国家
有严格政策规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于2017年2月20日下发通知，停止执行鲁人
社发〔2015〕29号文件中关于社会保险个人
补缴的政策，目前没有任何“以个人身份补
缴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社会流传的“个
人一次性补缴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纯属谣

言！请广大市民保持警惕，谨慎对待此类信
息，防止上当受骗。

若上级出台新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政
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在政府网
站、官方微信、报纸、电视台等正规新闻媒
体进行通知和宣传，并积极组织落实。再
次提醒广大市民：社会保险费征缴由社保
经办机构审核税务部门征收，绝不会委托
任何公司代办代收，请广大市民不要听信
任何不明渠道的传言，防止遭受财产损
失。

(刘晓波 姜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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