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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

彩虹党员服务队服务西洋参特色小镇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10月12日，

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彩虹党员
服务队为齐国参业公司检查用电设
备，助力企业安全生产。

文登区张家产镇是“中国西洋参
之都”，也是全国有名的西洋参特色小
镇，中国(文登)西洋参交易中心的一
片现代化建筑就矗立在路旁，入眼皆
是西洋参种植园、加工厂、店铺。建有
西洋参深加工企业30家，已形成了切
片、含片、精膏、破壁粉、口服液、营养
早餐等系列产品体系。

镇区的齐国参业公司，建有10000
多平方米现代化的西洋参加工厂，设

备都非常现代化。建有投资3000多万
元的11个空气能热泵烘干车间，生产
全部实行自动化控制，不仅节能、节省
人工成本，而且清洁卫生，大大提高了
西洋参烘干质量和产能。

每年的9月中旬至次年的4月，尤
其是10月是西洋参收获和加工的最繁
忙的时期，参农们会将刚从地里收获
的新鲜西洋参送到加工厂进清洗、烘
干、深加工。西洋参特色小镇的用电量
会达到用电高峰，用电设备处于高速
运转中。为更好的服务客户，助力优化
营商环境，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
司彩虹党员服务队在十一长假前后，

对西洋参特色小镇进行拉网式用电检
查，对变压器套管、高低压引线等进行
检查、清扫，对变压器绝缘、耐压、直流
电阻进行试验，对变压器配置不合理
的高低压熔丝进行更换。对所辖主要
公用变压器和高低压线路进行实时监
控，对变压器定时测温，用电高峰时对
各台区变压器进行特别巡视，确保设
备健康运行。队员们还对各加工厂及
店铺的主要负责人及生产人员进行安
全用电指导，讲解电力设备运行维护、
安全检查、设备检修等专业知识，确保
企业加工厂正常用电。

(牟瑞先 林波)

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全国高血压日宣传活动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10

月8日是第23个全国高血压日，
宣传主题是“18岁以上知晓血
压”。围绕宣传主题，龙山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辖区广泛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讲座、义
诊、咨询等活动，向广大群众宣
传预防控制高血压科普知识。

10月7日，在大观园集市，龙
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高
血压咨询义诊宣传活动。通过悬
挂横幅、向过往的居民发放高血
压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高血压
的防治知识和治疗方法，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高血压
诊断标准、高血压的流行与危害
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健
康生活方式预防高血压。本次活
动共发放宣传单200余份，免费
测量血压80余人。

10月12日，医务人员又为居
住在安泰老年公寓的老年人开
展高血压病知识讲座，向老人们
耐心讲解了高血压常识、高血压

的危害、药物治疗、日常饮食以
及自我保健等方面的知识，并手
把手教他们如何正确测量血压，
详细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共发放健康宣传资料50余份。通
过讲座使老人们进一步了解了
改善生活方式，减少食盐摄入，
对控制高血压能起到良好的预
防治疗作用，使他们学到了很多
高血压保健知识，取得预期效
果，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此次“全国高血压日”活动
的宣传，使居民群众进一步了解
了高血压防治相关常识，强化了
群众的高血压防治意识，纠正了
以往的认识误区，普及了高血压
防治知识。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将进一步加强高血压防治
知识的宣传，指导群众做好自我
血压管理，切实提高高血压知晓
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王忠丽)

文登区财政局组织观看庭审视频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为进一步提高文登区财政局依法行

政意识和行政执法、行政应诉水平，文登区财政局于10 . 15日组
织各科室负责人以及相关执法人员观看庭审视频。

通过此次旁听庭审活动，与会人员对庭审活动全过程有了
较为直观的认识和了解，深刻体会到规范的执法程序和环环相
扣的证据材料在庭审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增强了程序意
识、证据意识，促进执法人员转变法治观念，提升执法水平、规范
执法行为。

旁听庭审活动，是学法用法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普法工作
的一种重要形式，今后文登区财政局将积极推进国家工作人员
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

(宫艳)

2020年度高技能人才奖励资金开始申报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日

前，威海市人社局下发通知对
2020的年度高技能人才奖励资
金开始申报。

申报奖励资金项目和人员
范围主要为：(一)高技能人才特
色载体：全市企业、技工院校中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认定的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省技工教育特色
名校、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
站、技能大赛省级集训基地。
(二)高技能领军人才：全市企
业、技工院校中经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认定的中华技能大奖、全
国技术能手称号获得者。(三)技

能大赛获奖人员：获得世界技能
大赛优胜奖以上名次、世界技能
大赛中国选拔赛前3名、国家级
一类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前3名的
选手和以上竞赛获奖选手的选
送单位；入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
集训队和山东省集训队的选手、
获得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项
目前3名的选手。(四)高技能人
才培养：1 .在威海市新取得的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以内的技师(二
级)、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
等级证书，同时自取得职业资格
等级证书之日起，在威海市连续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满2年
(24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在职职
工；2 .经培训后当年在威海市取

得高级工(三级)及以上国家职
业资格等级证书的企业在职职
工所在企业。这次申报奖励资金
项目和人员的获评时间有明确
的要求：1、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
中的技师、高级技师取证时间范
围为2018年5月25日之后，且需
满足自取证之日起至今在威海
市连续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满2年。本次可申报的技师、高级
技师取证时间为2018 . 5 . 25—
2018 . 9 . 30之间。2、其他受理申
报奖励资金的项目和人员获得
称号和取得证书的时间范围为
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
日。

(李树坤)

文登区人社局：开展主题扶贫日活动
10月17日是第七个国家“扶

贫日”，也是第28个国际贫困消
除日。文登区人社局开展以“聚
焦扶贫，精准发力，决胜攻坚”为
主题的扶贫日活动，引导社会各
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
口，关心扶贫工作，让困难群众
生活更加幸福，心中更有获得
感。

10月14日，文登区人社局组
织9家企业在米山镇集市开展

“送岗位下乡”、“送政策下乡”活
动，向过往群众介绍文登各项就
业创业政策，现场发放政策宣传
页和岗位招聘信息表600多份，
有2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
多人咨询就业创业政策。

下一步，文登区人社局将继

续通过送物资、送政策、送岗位、
送培训、送服务等多种形式，为
贫困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排忧
解难，切实让生活困难群众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进一步加强
扶贫工作力度，凝心聚力，加压
奋进，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

(李明辉)

文登区两名一线工人获评威海市有突出贡献技师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近

日，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公布了2020年度威海市有突

出技师名单，我区文登威力工具

集团有限公司车工高级技师邹

积生、山东艺达有限公司家用纺

织品设计师高级技师邢赛楠二

人榜上有名。

威海市有突出贡献技师选

拔范围为具有可靠的社会信用、

职业技能在威海市处于领先水

平，能够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关键

技术问题，在技术革新改造或生

产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重

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传技

带徒方面取得优秀成绩的各类

企业生产一线岗位的技师、高级
技师。

威海市有突出贡献技师每
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15人左
右，获评威海市有突出贡献技师
可享受一次性奖励1万元，目前
我区已有23名一线技术工人获
此殊荣。

(徐顺新)

文登区残联深入包扶村

开展“扶贫日”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在全国第七个扶贫日到来之际，为

进一步做好做实做细与包扶村的“双联共建”工作，10月10日，由
文登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王汝辉带队，到包扶村大水泊镇小
台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王汝辉一行先后走访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及重度残疾
人家庭，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为残疾人送去了大
米、牛奶等慰问品。在走访过程中，王汝辉一行还对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帮扶手册》填写、残疾证办理等工作进行详细了
解，对各项惠残政策进行宣传，并鼓励残疾人们增强脱贫致富信
心，进一步提振精气神，在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帮扶下，积极
发展产业，稳定增加收入，确保早日脱贫致富。

下一步，文登区残联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各项精准帮扶
工作做细做实，继续为小台村办好事办实事，切实让群众感受到

“双联共建”带来的实惠，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王建芬)

文登区入校新生结核病筛查工作进行中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入校新生结核病筛查工作对有效预
防结核病在校园内的发病和流行起了重要的防控作用，近几年
来文登区卫健局和教体局非常重视此项工作。

为保证结核病筛查工作的质量和顺利开展，文登区教体局
和卫健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中小学校负责对学生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的
宣传教育，并发放《致2020年入学新生家长的一封信》，详细的
说明结核病普查的意义和注意事项。教体局对此高度重视，召
开查体专题工作会议；卫健局也要求区皮肤病医院要精心筹
备、认真组织。为此，文登区皮肤病医院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副院
长带队的结核病筛查工作小组，并对参与本次筛查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相关培训，制订了学校结核病筛查工作计划，明确了各
自的工作职责，确保筛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自9月26日开始对全区的入校新生进行结核病筛查，对筛
查发现具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强阳性的人
员，学校组织其结防机构做进一步检查，排查结核病现症患者，
以免传染他人。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截止到目前共筛查3489
人，暂未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张晓波)

疫情保卫战，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在行动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近期，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再次打响

抗击新冠疫情的阻击战。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医院就是战场。文登区妇幼第一时间采取一系列防控
措施应对。

预检分诊是医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门户。做好预检分诊工
作，把好入院的第一关至关重要。医院利用下班时间组织全院
职工进行预检分诊流程，预检分诊个人防护，预检分诊消毒隔
离，医疗废物处置，各种登记表格的填写等培训。同时，加强对
CT室、发热门诊，各个就诊科室的消毒。切实做到全院防控疫情
无死角、无遗漏。

在本次抗击疫情期间，全院职工主动放弃休假，保证二十
四小时在岗在位，充分体现出文登区妇幼保健人的无私奉献精
神。为战胜疫情，全院职工与时间赛跑，连夜作战，保质保量完
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在抗击疫情中奋力前行。真正做到了"不忘
从医初心，牢记健康使命。″

（吕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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