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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微微信信单单条条点点击击量量近近两两万万
滨滨州州微微友友投投稿稿拿拿奖奖金金萌萌萌萌哒哒

滨州市桐轩商贸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证
号：371602326164734，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71602200031920，食品流通
许可证正本丢失，证号：SP
SD3716020211，特此声明。

挂 失

说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几
天睡觉都是笑醒的。原因只有一
个，《齐鲁晚报今日滨州》微信公
众平台单条文章点击量又过万
了！截至21日下午4点多，有效时
间不到一天，《渤海国际附近一
天三名受害者！滨州公安发紧急
提醒！！！》这篇强服务性的新闻
稿，点击量已达17000+。《齐鲁
晚报今日滨州》微信公众平台，
如一头沉睡的狮子，苏醒了！

另人振奋的，还有19日晚
上，《今天，滨州阳信火了！！！》一
文，阳信作为全国唯一“中国收
藏文化名镇”受邀参加“中国收
藏文化论坛第五届高峰年会”，
目前点击量8000+，阅读量依然
程指数形式增长。还有，《【微友
爆料】叔叔触电身亡求“妥善处
理”》等文章，都得到了微友的强
烈关注。

有此微友，我们傲娇。因为
我们的微友，如其他微友一样，
不仅仅有对家长里短“看热闹”
的好奇心，更有“大眼光”！对我
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热爱与关

心，这座城市的成长、突破、进
步，在微友眼中，都是莫大的骄
傲。

为了进一步拉近与微友之
间的距离，为广大滨州人民服
务，《齐鲁晚报今日滨州》微信公
众平台开启【微友爆料】、【微友
在现场】栏目。美好的瞬间、震撼
的事件、正能量的人物、突发事
件现场、不公的待遇等，这些都
可成为微友的爆料内容。

为感谢微友的积极参与，
凡微友提供的“现场新闻”或

“微友爆料”点击量超过5000，
本报自费奖励100元现金或200
元以上豪礼。点击量过万，奖励
300元现金或价值600元以上豪
礼！投稿(线索)要求：真实、迅
速、独家。

微友关注本报公众平台之
后，直接点击对话框给平台留言
即可。若无法上传文字、图片，可
直接拨打本报热线3211123，线
索一经采用，给予50元奖励。

本报记者 王丽丽

其实，每次新闻发布后的
一段时间内，小编就如强迫症
似的，一遍遍刷新着微信公众
平台，看阅读量变化，看读者喜
欢怎样的新闻。从一个死板的
记者，到一个逗比的编辑，这中
间隔得，不仅仅是千山万水，但
怕什么呢？更多的是满足、开心
吧。尤其是读者的评论、以及

“赞”后面那个大拇指数字的壮
大，小编都如获至宝般！

《齐鲁晚报今日滨州》微信
公众平台，作为传统权威媒体
的新媒体，他的厚重、他的真
实、他信息泛滥时代的洁身自

好、不哗众取宠，可能是他进步
的最好解释了吧！

有的文章下面，偶尔会有读
者疑问“这是真的吗”，的确，信
息泛滥的今天，尤其是自媒体的
迅速崛起，很多内容为了博取眼
球，难辨真假，甚至很长一段时
间内，《齐鲁晚报今日滨州》的报
纸和微信公众平台多出了一项
很艰巨的任务——— 辟谣！

信息真实性，这不仅是媒
体的职业操守，更重要的是对
读者的一种责任。在此，小编保
证，《齐鲁晚报今日滨州》微信
公众平台所发内容以本报记者

原创为主，信息真实性是最基
本的前提。传统纸媒建立起来
的权威性来之不易，我们微信
公众平台，作为新时代纸媒的
新媒体，尤其在各种自媒体盛
行的今天，更将“洁身自好，坚
持操守”！

小编在此要为微友点个大
大的赞！感谢微友对滨州重大
民生、自身安全、弱势群体利益
的关注，感谢微友对我们内容
真切、诚恳的评论，你们的关注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努力，只为
将更好的呈现给您！

本报记者 王丽丽

记者手记

重阳节当天，京博开展了重阳节“孝
行”行动。本次京博义工分为40个小组进
行走访慰问，走访全市19家敬老院及县
内100位孤寡老人，共1500位老人。基金
会工作人员为老人送上了棉衣、老粗布
床单等。

本报记者 王丽丽
本报通讯员 陈帅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张牟幸子 ) 牺牲在1979年的
对越自卫战中的烈士中，父母
亲还在世的已经不多了，沾化
的张梅友烈士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母亲今年已经80多岁。沾
化区的星火义工知道了这个情
况后，决定在“重阳节”这天去
看望古城镇西张王村张梅友烈
士的母亲，，替烈士在“重阳节”
这一天尽一点孝心。

一名快递业的老板听说要
去看望烈士的母亲后，特意送来

现金让义工们为老人买过节的
物品。沾化师范退休的80多岁的
老校长宋愧武老人，听参加活动
的女儿说起此事，也要坚持和女
儿一起献上自己的心意。

为了方便老人使用，义工
们将大家送来的善款全部买成
生活用品。义工李岩告诉记者，
这次活动就是要让老人感受
到，我们都没有忘记英雄，“在
这个节日里，我们就替烈士看
看母亲，尽我们的一点孝心。”

重阳节，替烈士去看望母亲

京博为1500位老人过节

重阳节期间，武警山东总队滨州支
队官兵纷纷来到驻地敬老院和孤寡老人
家中看望慰问，为他们看病送药。医疗小
分队的官兵们详细询问了老人的生活和
身体状况，为所有老人测量血压、体温、
查心跳、测脉搏，并送去了基本的药品。
官兵们还给老人们送来了米、面、油等生
活必需品。 本报通讯员 王华伟 本
报记者 杜雅楠 摄影报道

武警官兵为孤寡老人送药

近日，滨城区彭李街道北海花园党
支部“夕阳红”歌舞队来到滨张课颐寿
苑老年公寓，为老人送上了自编自演的
节目。节目以京剧、豫剧、朗诵、广场舞
等多种形式表达了对老人们的美好祝
福。现场的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非常
开心，不时鼓掌。

本报通讯员 王海博 夏广忠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影报道

自编自演歌舞节目送老人

21日，正值重阳节，为了让爱老敬老
这一美德留在小朋友们的心中，滨州活
塞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滨北中心敬老
院，与老爷爷老奶奶共度节日。小朋友
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还为老人
送上桔子等水果，表达他们诚挚的敬意
和祝福。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本报通讯员 苏
淑洁 李文江 摄影报道

爱老敬老，从小做起

19日，在中国的传统老人节来临之
际，滨城区第二小学以班级为单位召开
了“重阳节送温暖”主题班会。本次集体
班会旨在让孩子们了解重阳节的来历
和习俗。通过主题班会、师生一起去敬
老院为老人服务等活动，让学生知道尊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本报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刘
爱波 李燕 摄影报道

重阳主题班会教孩子敬老

20日，邹平县人民医院组织12名医
护人员前往县老年大学开展宣教义诊
活动。在老年大学会议室，来自县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心内科、呼吸
内科的专家为120余名老人进行血压、血
糖、心电图检查，同时与老人们现场互
动，解答各种健康疑问与用药疑惑。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本版通讯
员 耿春梅 摄影报道

重阳义诊为老人送健康

九个月为退休人员

报销医药费2 . 74亿

本报10月21日讯 (通讯员
王丹 记者 王领娣) 近日，记
者在市人社局获悉，为使广大退
休人员更好地安享晚年，市基本
医疗保险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进一步强化退休人员的疾病
风险保障能力。今年1-9月，全市
医保基金共为退休人员报销支付
医药费27433万元，有效减轻了退
休人员的个人负担，医疗保险为
退休人员抵御疾病风险的保障能
力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社保法》有关规定，滨
州市建立了退休人员最低缴费年
限制度对于累计缴费年限不足的
退休或退职人员，可通过补缴的
方式，在退休或退职时按当年的
缴费基数和比例进行一次性补
缴。在经过补缴后，就可正常享受
医保退休待遇了。

滨州市在医保政策设计上，
从多个方面体现对退休人员的优
待。一是退休人员住院报销比例
高、个人账户划拨比例高、大额医
疗补助金缴纳标准低、免费享受
职工门诊统筹待遇。滨州市职工
门诊统筹制度建立后，对在职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划拨比例进行了
不同程度的下调，但退休人员的
个人账户划拨比例不变。因此，退
休人员在个人账户不减少的情况
下，免费享受到了与在职职工一
样的门诊统筹待遇。

滨州从2012年开始实行退休
人员医保待遇与单位缴费情况脱
钩制度。无论退休人员所在单位
是否正常缴纳职工医保费，退休
人员只要按规定办理了医保退休
手续，就可正常享受医保待遇。退
休人员的医保待遇，不再受单位
缴费情况影响。

目前，全市医保参保职工共
有54 . 9万人，其中退休人员9 . 8万
人，占全市参保职工的17 . 8%，今
年1-9月全市医保基金共为退休
人员报销支付医药费274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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