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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菏泽公司：

““百百日日攻攻坚坚创创效效””
服服务务民民生生促促发发展展

本报讯 (通讯员 董彦
兴） 为减轻新冠肺炎疫情
对经营工作的负面影响，中
石化菏泽公司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以“百日攻坚创
效”活动为契机，通过经营创
效、内涵挖潜、降本增效等发
力助力进复工复产，促进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

13日，菏泽公司组织召
开“百日攻坚创效”行动部署
会，要求结合菏泽公司实际
出台“百日攻坚创效”实施细
则，分解任务，融合各项活
动，完善考核体系，激励干部
员工将心思、精力和智慧用
在攻坚创效上，全力以赴打
赢“百日攻坚创效”战役。

为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机关支部召开主题党日活
动。要求大家围绕攻坚创效
活动目标，开展党员“三亮三

比”“三先三示”活动，保证活
动与攻坚创效行动同频共
振。

菏泽公司直分销团队多
措并举，亮剑市场，通过引水
筑坝，预防客户流失，挖掘潜
在客户，充调动营销资源力
求业绩突破。截止目前，县公
司 直 分 销 总 量 同 比 增 长
500%，郓城、巨野、东明已超
额完成奋斗目标。通过走访
区外客户，新开发区外客户6
家，区外市场销量占直分销
销售总量的44%。并开辟提
油绿色通道，确保客户提油
不延误，半个月的时间超额
完成省公司下发的任务，完
成认领奋斗目标的74%。

菏泽公司将继续坚持
“一盘棋”的思想，以攻坚服
务民生，以创效推动复产，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4月20日上午，菏泽召开高
层次人才医疗保障“绿色通道”
政策推介会。会上对医保“绿色
通道”服务的高层次人才范围
进行了详细解读，绿色通道的
开通，最终实现高层次人才看
病就医零负担，也提升了菏泽
投资洼地的“城市温度”，是进
一步优化菏泽市“安心、放心、
暖心”营商环境的有益探索。

为1525名高层次人才

定制医疗保障服务卡

20日上午9点30分，在菏泽
市高层次人才医疗保障“绿色
通道”政策推介会上，菏泽市招
才引智服务中心副主任沈建峰
对医保“绿色通道”服务的高层
次人才范围进行了详细解读，
他说，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等高层次人才，是医保“绿色通
道”服务的人才范围。

菏泽市医保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铁军说，菏泽市医疗保
障局党组就如何找准医保工作
与人才工作结合点，为菏泽市
高层次人才提供高效优质医保
服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终
确定为高层次人才捐赠专门量

身定做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用以弥补高层次人才合规报销
后的个人支付部分，不设起付
线，不设封顶线，最终实现看病
就医零负担，不用自己再掏钱。

菏泽市委组织部、市医保
局经过多方调研，联合出台《关
于为高层次人才开辟医疗保障

“绿色通道”的意见》，为全市
1525名高层次人才，定制菏泽
市高层次人才医疗保障服务
卡，一人一卡，凭借服务卡可实
现“一卡在手，医保无忧”。

高层人才“看病就医

个人零负担”

他说，“一站式”结算报销以
后的个人负担部分，由商业保险
作为补充，最终实现我市高层次
人才住院与门诊医疗费用全额
报销，“看病就医个人零负担”。
住院费用、门诊费用、生育医疗
费用全额报销；不设起付线；不
设封顶线；可选择市内任何一家
医保定点医院或转诊医院就诊；
对所有高层次人才就医实行预
约就诊、医保专员陪同、专家诊
疗的医保绿色通道服务。

保障服务时限上，国家、省
级高层次人才终生享受菏泽市
医保服务全免费待遇；市级高
层次人才有管理期限的,在管
理期限内享受菏泽市医保服务

全免费待遇；无管理期限的,享
受医保服务全免费待遇期限一
般为3年。服务保障上，市委组
织部负责统筹协调市医疗保障
局开展医疗保障服务高层次人
才工作，负责高层次人才名单
的审核把关。实行高层次人才
医 保 服 务 专 员 制 度 ，设 立
17505301717服务热线，对菏泽
市高层次人才实行24小时“一
对一”医保服务。

实现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的有益探索

实现高层次人才“看病就
医个人零负担”，实现了多赢。
对高层次人才来说，医保“绿色
通道”的开通，为高层次人才提
供了便捷服务，减轻了看病就
医的经济负担，在医疗保障方
面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可以全
身心投入菏泽市创业创新工
作。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高层
次人才来菏泽市服务，更好推
动菏泽市“双招双引”工作，实
现“后来居上”目标。

对优化菏泽市营商化境来
说，绿色通道的开通，既没有突
破现有医疗保障政策的有关规
定，没有多支出医保基金一分
钱，提升了菏泽的“城市温度”，
是进一步优化菏泽市“安心、放
心、暖心”营商环境的有益探索。

菏泽召开高层次人才医疗保障“绿色通道”政策推介会

看看病病就就医医个个人人零零负负担担，，展展现现菏菏泽泽温温度度

牡丹区审计局：

促促进进党党建建和和业业务务双双提提升升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玉

芬) 近日，牡丹区审计局召
开全体会议，会议由局党组
书记，局长桑蕊主持，会上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段迎春
宣读了成立审计项目党小组
的通知，带领全体同志对新
出台的制度和文件进行了学
习，详细地对信息考核办法，
审计项目质量考核办法进行
了解读。

经局党组研究成立审计
项目党小组，旨在处理好党
建和业务的关系，实现党建
和业务融合。把审计机关打
造成政治机关，发挥党建在
审计项目的引领作用，在今

年的审计项目中设立了预算
执行审计党小组、部门执行
预算审计党小组等。引领审
计人员以良好的精神面貌投
入审计，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实现党建和业务
融合。

出台的对信息考核办
法，审计项目质量考核办法，
旨在激发审计人员的积极
性，创造性。今年将围绕“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的
总目标，提高每一个审计项
目的质量，实现审计业务质
量提高、实现信息撰写和宣
传稿件的双丰收。

为进一步增强帮扶群众的识毒、拒毒、防毒能力，菏泽曹县公安局青堌集派出所所长赵江涛、副所
长向德强带领民警和辅警深入扶贫户家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民警和辅警以精准扶贫走访帮扶为锲机，向扶贫户发放禁毒宣传资料，指导群众辨别毒品原植物
常识，形成“禁毒拒毒、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翟金起 摄影报道

菏泽巨野：

卫卫生生计计生生综综合合执执法法局局
开开展展业业务务提提升升培培训训

本报巨野4月20日讯(记
者 周千清) 为进一步提
升执法人员的思想认识、法
纪观念、服务意识及业务知
识、业务能力和执法终端操
作水平，3月31日下午，菏泽
巨野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
法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
业务知识培训暨思想纪律作
风整顿活动。

活动中，该局精心挑选
业务精湛的中层骨干轮流授
课，并聘请执纪执法部门的

相关领导专家予以现场指
导，在今后一个月内开展全
员集中培训。

通过业务知识培训和思
想纪律作风整顿，更加有助
于运用新思维、新举措分析
和解决基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监管理领域里的难
点、重点问题，对提升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执法业务能力、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起到了积
极作用，为今年工作的开展
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禁禁禁禁毒毒毒毒宣宣宣宣传传传传进进进进农农农农户户户户禁毒宣传进农户

4月25日是全国儿童预防
接种宣传日。随国内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
各地在逐步恢复常规预防接种
工作，对推迟接种者实施补种，
菏泽市疾控中心专辑侯敏介
绍，儿童家长可根据自身情况，
合理安排时间，带适龄儿童到
所属地预防接种门诊进行疫苗
的接种和补种。

侯敏介绍，迟种补种对象
包括因新冠疫情而推迟接种的
受种者，因其他原因未按国家
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的漏种
者。如有下列情形者暂缓为其
预约和补种：新冠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出院后医学观察
未满14天者，近14天内与新冠
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其
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者，14天

内去过疫情严重地区，受种者
家庭成员14天内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者。

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疫
苗、含麻疹成分疫苗、百白破疫
苗等免疫规划疫苗需要优先补
种，推迟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
也需要及时补种，免疫规划疫苗
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同时接
种。未完成国家免疫规划规定剂
次者，只需补种未完成的剂次，
无需重新开始全程接种。未接种
某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者，应根
据当时的年龄，按照该疫苗的免
疫程序，以及该种疫苗补种原则
中规定的疫苗种类、接种间隔和
剂次进行补种。优先保证及时完
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全程接
种，当遇到无法使用同一厂家疫
苗完成全程接种时，可使用不同

厂家疫苗完成后续接种。
侯敏介绍，在优先安排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基础
上，对非免疫规划疫苗推迟接
种者，建议继续使用同种类非
免疫规划疫苗完成后续剂次的
接种。因疫情导致接种推迟，如
受种者接种年龄已超出疫苗使
用说明书，除口服轮状病毒疫
苗外，其他疫苗可在受种者或
其监护人知情同意后，继续完
成剩余剂次接种；如受种者或
其监护人不同意，则取消后续
接种。对可能超出接种年龄上
限疫苗，由接种单位主动联系
受种者，进行一对一个性化预
约接种服务，受种者也可主动
与接种单位进行预约接种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德领

菏菏泽泽市市疾疾控控中中心心专专家家：：疫疫苗苗迟迟种种可可补补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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