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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全力做好“中国农民丰收节”电力保障

上庄供电所政企协同

推进35千伏变电站进出线入地改造

35千伏上庄变电站入
地电缆改造工程正在如火
如荼的进行，该工程计划对
上庄变电站4条10千伏线路
及1条35千伏线路进行入地
改造，需开挖电缆沟262米、
电缆井6处，敷设地下管线
979米，敷设各类电缆900余
米。

上庄北转盘是通往上
庄、人和等地的重要交通枢
纽，受35千伏上庄站特殊地
理位置的影响，周边架空线
路与通信线缆错综复杂，既
存在安全隐患，又影响城市
景观的美观度。

今年5月份以来，该段
区域进行扩建改造，着力构
建交通、景观于一体的大型
交通设施，同时也将作为打
造“精致小镇”的重点工程。

上庄供电所超前谋划属
地电网布局，主动向供电公
司申请对35千伏上庄变电站
进出线高压线进行入地改
造。工程施工前，专业部门多
次到工地现场进行实地勘
察，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编

制了施工方案。由于该区域
属于交通枢纽，车流量大，商
户密集，给施工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上庄供电所发挥属
地优势，主动与地方政府部
门、社区、居民和施工方建立
沟通协调机制，一方面通过
通过挨家挨户细心协调、耐
心解释，争取周边居民和商
户的支持理解；另一方面与
政府公路改造单位在时间和
空间上相互配合，缩短了施
工工期。

截至目前，已完成所有
电缆沟及电缆井的挖掘，敷

设地下管线600多米，完成总
体工程量的65%，预计前期预
埋设工程将在9月底前竣工。

整体工程竣工后，将彻
底消除上庄北转盘上空及
周边的电线、电杆与公路交
叉跨越的运行风险，能有效
避免由于大风、大雨、雷击
等恶劣天气，汽车撞杆、异
物搭挂等外力破坏等因素
对供电可靠性的影响，为周
边区域电网搭建起安全的
保护屏障，更提高了城市

“颜值”。
(王路平 王惟波)

又是一年秋色浓。9月
20至23日，由山东广播电视
台主办的2020中国威海荣
成农民丰收节在荣成举行。
在供电公司的全力组织下，
丰收节庆典各项用电得到
有力保障。

本期农民丰收节在荣
成石岛设主会场，在好运角
旅游度假区和崖西镇设立
分会场。庆祝活动包括开幕
式、农业展销会、惠农直播、

主播带你游荣成、大型文艺

演出等部分，展现荣成丰收

盛况，表现农民收获喜悦，

传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为全力做好保供电工

作，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周

密制定电力保障工作方案

和应急预案，组成了14名以

党员为主的保供电队伍，提

前完成保人员和物资准备，

并第一时间配合主办方和

卫星转播车、信通移动基站
开展临时线路建设和线路
设备特巡特维。

石岛供电所副所长连
志远介绍，供电公司第一时
间对接了主办方，根据他们
需要，完成了一座400千伏
安箱变、2 4 6米2 4 0电缆、
2000米缆敷设安装，同时配
合对所有展区展位进行临
时电接入，配合周边酒店完
成用电检查消缺。丰收节期
间，公司派发电车进行了全
程保电。

为了确保供电服务万
无一失，国网荣成市供电公
司除了主会场以外，还在各

个会场设置保电人员定点
驻扎，巡检消缺，进一步查
漏补缺，确保设备运行绝对
可靠。

赤山大酒店副总经理
姜学展介绍，作为主办方，
供电公司第一时间与酒店
对接，配合我们敷设电缆、
接通展区电源、配合(电视
台)转播人员通电。目前酒
店已完成丰收节庆祝相应
准备，供电公司的到位服务
让我们用电无忧。

(隋鹏飞 牟金磊)

医保时空

您关心的医保小知识(第五期)
为进一步提高医保政策的透

明度，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医保局
近期就群众在民心网咨询较多的
问题进行梳理，制作了医保政策
在线解答小知识，供广大参保人
员答疑解惑。

Q：威海市参保人员长期居住
在外地，如何办理异地居住备案
手续？

A：根据威医保发〔2020〕51号
文件规定，参保人员因返回原籍、
投靠亲属、单位外派、外出务工等
原因，需要在威海市行政区域以
外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的，应按规
定向我市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备案
手续。参保人持本人身份证、社保

卡、居住地户口本或居住证(办理
居住证的有效回执证明)到医保中
心或网上(支付宝搜索“威海阳光
医保—就医备案—长期异地就医
备案”)办理异地居住备案手续，备
案完成后在居住地全国联网结算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医
疗费用可以报销。

Q：威海市参保职工生育后的
98天生育津贴及60天产假工资如
何规定？

A：根据《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完善参保人员生育待遇政策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威 医 保 发

〔2020〕50号文件规定：参保职工
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为：符合规定

生育的享受98天生育津贴；难产
的增加15天生育津贴；多胞胎生
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15
天生育津贴。

另外，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21日颁
布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122号)文件规定：符
合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
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六
十日，增加产假视为出勤，工资照
发，福利待遇不变。

Q：女方生育后如何用男方保
险享受生育待遇？

A：根据《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完善参保人员生育待遇政策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威 医 保 发
〔2020〕50号文件规定：参加医疗
(生育)保险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
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生育，未
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的，按照规
定的职工生育医疗费标准的50%
享受生育补助金。

Q：参保女职工异地生育后如
何享受生育医疗待遇？

A：参保女职工可以到异地做
产检、生育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根据威医保发〔2020〕50号文件规
定，生育医疗费用超过生育保险
医疗费定额标准(产检费用定额为
800元，顺产生育费用定额为2800
元，剖腹产生育费用定额为3800

元)的，按定额标准结算；低于生育
保险定额标准(同上)的，据实结
算。在异地医院现金结算生育医
疗费用后持医院原始发票、费用
总清单及难产剖腹产证明、出院
记录、社会保障卡、生育服务手
册、出生医学证明到荣成市医保
中心2楼柜台办理报销事宜。

Q：参保居民生育待遇政策是
如何规定的？

A：根据威医保发〔2020〕50号
文件规定：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的参保居民，生育时已连续缴费1
年以上且正常享受生育当年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按规定享受
孕期检查费及生育医疗费待遇。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 科学避孕 她和他共同的责任

9月26日世界避孕日。为传播
科学避孕知识，提高育龄人群安
全避孕意识，增强育龄群众预防
非意愿妊娠的意识和能力，崂山
街道卫生院开展系列宣传。

开展健康大讲堂，向育龄妇女
宣传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相关知
识，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和宣传折
页。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个性化咨
询指导，包括常用避孕方法及特

点，同时介绍了人工流产特别是反
复流产对女性健康的危害，强调正
确避孕和科学避孕的重要性。

门诊大厅LED屏滚动播出避
孕日宣传主题，旨在提高年青人
的避孕意识，促进年青人对自己
的性行为与生殖健康做出负责
任的选择，提高安全避孕率，改
善生殖健康教育水平，从而促进
年青人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

宝妈微信群，同步开展避孕
日宣传及避孕药具的免费领取
通知。

此次宣传活动，提高了育龄
群众的安全避孕意识和能力，进
一步提高了育龄群众对避孕节
育、优生优育知识、免费发放药
具等政策的知晓率，提高了群众
对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

(毕亚洁)

共建共享 全民健康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2020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
借着9月1日第十四个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日的东风拉开了序
幕。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当天，崂
山街道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来到辖
区集市设立健康咨询台，悬挂宣传
月主题条幅，为过往居民免费测量
血压，发放健康宣传折页、减盐控
油工具，宣传“健康要加油，生活要
减油”的健康生活理念，引导居民

合理膳食，做到真正“减油”“减
盐”，控制高血压、高血脂，倡导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

915减盐周，工作人员携带控盐
工具、宣传手册走进辖区学校，向
同学们讲解高盐饮食的危害，提倡
每人每天就要5g盐的健康理念，提
高孩子们的自我保健意识。从小做
起，从现在做起，养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同
时建议同学们将自己掌握的营养
知识理念带给父母，使家庭成员健
康素养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

进社区开展“三减三健”为主
题的健康讲座，宣传“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健
康生活方式，通过宣传带动辖区居
民做到真正“减油”“减盐”“减糖”，
控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让辖
区居民拥有“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

整个宣传月活动的开展，提高
了辖区居民的健康生活理念，传授
了健康生活技能，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毕亚洁)

荣成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在人民医院开班

9月22日，荣成市人民医院举行
了2020年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临床实
践培训首次集中培训，全市13家医疗
机构的23名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学员，
以及在荣成市人民医院实习的62名
临床专业实习生参与了本次培训。

荣成市人民医院作为全市唯一
一家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的临床实践
基地，按照省、市“缺什么补什么，按
需施教”的工作原则，结合荣成卫健
委采用学时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要
求，将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临床实践分
为集中培训及临床实践两部分进行。
本次集中培训邀请了荣成市人民医
院急诊科王学栋主任、皮肤激光科王

军辉主任及心理诊室玄燕医师为讲
师，围绕急诊医学、皮肤性病、精神病
学等专业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治
疗进行讲解。授课结束后进行集中考
试，确保学员人人达标。培训结束后
各学员可根据各自医疗机构工作的
实际情况，到荣成市人民医院参加临
床实践培训。

今年荣成市人民医院还将举行4
场集中培训，继续努力做好全科医师
转岗培训工作，为基层培养大批“下
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合格全科医
生，为基层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保
健服务。

(李煜)

荣成市中医院医护人员探望血液透析患者

在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荣成
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刘浩、血液透析
室护士长王文英探望了5位家庭生活
困难的血液透析患者，为他们送去了
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血液透析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
治疗过程，对于很多透析患者而言，
一旦开始透析，就很可能伴随其终
生，这不仅对患者的健康有很大影
响，对每一个家庭而言都是一份沉重
的负担。在去探望这些患者的路上，
刘浩主任与王文英护士长的交谈中

总是围绕着这些患者的病情和治疗
情况。

刘浩主任说，对她们而言这些患
者不仅仅是病人，更如亲人一般，双节
来临之际，抽出时间到他们的家中去
看望一下，表达一下她们的关爱，同时
督导他们在家按时吃药，鼓励他们保
持乐观、健康的心态，这对他们疾病的
治疗很有意义，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温暖和关爱，帮助他们维系生命，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王金玲 姜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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