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威海市文登区美丰老年公寓 26 威海市文登区埠口港老年公寓

2 威海市文登区爱心养老院 27 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敬老院

3 威海市文登区福祥养老院 28 威海市文登区侯家镇敬老院

4 威海市文登区天智养老院 29 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敬老院

5 威海市文登区康悦老年公寓 30 威海市文登区龙港养老护理中心

6
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中心卫生院

康养中心
31 威海市文登区幸福晚年托老所

7 威海市文登区天福敬老院 32 威海市文登区玉岭山庄养老院

8 威海市文登区芸鹤山庄老年公寓 33 威海舒心居老年公寓有限公司

9 威海市文登区安康老年公寓 34 威海市文登区开元养老院

10 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敬老院 35 威海市文登区社会福利中心

11 威海市文登区温馨家园老年公寓 36 威海市文登区久阳老年公寓

12 威海市文登区城北老年公寓 37
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天福山敬老

院

13 威海市文登区福寿托老院 38 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敬老院

14 威海市文登区开发托老院 39 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敬老院

15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

康养中心
40 威海市文登区瑞云祥养老院

16 威海市文登区幸福托养中心 41 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敬老院

17 威海市文登区新家乐老年公寓 42 威海市文登区泽库镇敬老院

18 威海市文登区颐乐养老院 43 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敬老院

19 威海市文登区康寿老年公寓 44 威海市文登区林村老年公寓

20 威海市文登区爱德养老院 45
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道口村老年

公寓

21 威海市文登区福泰老年公寓 46 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敬老院

22 威海市文登区安泰老年公寓 47 威海市文登区西郊老年公寓

23 威海市文登区九一合润康养中心 48 威海市中心医院

24 威海市文登区晚年福老年公寓 49 威海市文登区夕照红老年公寓

25 威海市文登区昆嵛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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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

威海首家通过配网不停电作业服务能力认证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近

日，中强电力安装有限公司通
过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中
电赛普检验认证(北京)有限公
司专家进行的配网不停电作业
服务认证现场审查。这也是威
海首家通过配网不停电作业服
务能力认证的单位。

本次配网不停电作业服务
认证标准由中国电科院高压所
带电作业室与国家电网公司唯
一认证许可机构中电赛普联合

制定，认证级别为作业项目甲
类、服务规模4级。

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服务
能力认证工作，主要目的是为
确定接受现场审查单位管理体
系运行的有效性和适宜性，确
定管理体系是否满足《配网不
停电作业服务认证要求》，评价
接受现场审查单位能够具备持
续稳定地提供1千伏配网不停
电作业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水
平，确定接受现场审查单位是

否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
要求的能力，对进一步提升接
受现场审查单位配网不停电作
业能力和资质水平，更好地助
力公司可靠供电、增供扩销和
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中强电力
安装有限公司全面推动组织机
构、制度、人员、装备、作业等当
面建设，使之成为配网不停电
作业专业发展强有力的精锐梯
队，服务工程、业扩、检修、消
缺、抢修等配网全业务，“全时

段、全区域、全类型”减少客户
停电感知，助力供电可靠性提
升和营商环境优化。

评审期间，专家组对培训基
地、工器具库房、车库库房进行
实地评估，并观摩了直线改耐杆
加装隔离开关、分段开关等现场
作业环节，从管理评审和服务特
性评测两个方面进行了标准审
查，对涉及到的体系管理、人员
培训、客户服务、技术能力、特征
车辆及工器具管理、风险管控、

自评价管理，以及四类作业项目
的服务应急措施、安全防护措
施、作业规范管控、作业熟练程
度等方面进行了测评。

经过严格的现场审查，专
家组认为中强电力安装有限公
司作业能力和服务质量水平达
到了同行业的领先水平。同时，
专家组也对中强电力安装有限
公司提供服务规范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和持续改进的建议。

(杨焱麟 杜义刚)

打造诚信企业 勇担社会责任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美
丽乡村建设不能没有博康特，社
会公益性活动博康特不能少”，
这是威海博康特建材有限公司
领导班子对全公司发出的动员
令。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
新型建筑材料科技型企业，在建
企之初，公司就确立了“讲良心，
有爱心，负责任，有担当”的企业
发展理念。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

汶川地震带头捐款2万多人
民币；为文昌幼儿园、文峰小学
提供助学金和学习用品；捐赠自

加热型盒饭60份、一次性医用口
罩1000个、暖身贴2600余个；为
米山镇新上庄村贫困户分发鱼
米面肉等年货；为米山镇新上庄
村修路赠送水泥、石子；中秋节
为米山镇赠送几百斤月饼；为瑞
云祥康复中心送大米、鸡蛋、带
鱼、鲅鱼等食材；向泽头镇峰山
村捐赠了一批篮球架等体育用
品；2020年10月14日，文登区工
信局相关负责人陪同泽头镇峰
山村两委班子成员为博康特公
司赠送了锦旗，感谢该公司为村
里的文化体育发展和美丽乡村
建设做出的贡献。博康特公司负
责人表示，积极参与文登区诚信

体系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积极传递社会正
能量，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是博康
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文登
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就应该义
无反顾的回馈家乡父老。

现在，只要是公益性活动和
爱心捐赠活动，处处都有博康特
公司的身影。短短几年，威海博
康特建材有限公司累计捐款捐
物20万元，公司不仅是扶贫济
困、慈善助学的文明典范，也是
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城区志愿活
动的先进典型，更是文登区履行
社会责任的诚信文明企业。

(李聪 王新堡)

居民可凭个人信用等级享受养老机构床位费减免啦！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文登区养老服务业协会为推
进信用体系建设，奖励诚信
个人，根据我区公共服务领
域使用信用评价的要求，行
业协会现制定诚信个人入住
养老机构优惠政策如下：

减免政策
个人信用等级达到A+

以上的，入住49家协议养老
机构可减免部分床位费。

1 .对信用等级为AAA
的个人，入住定点协议养老
结构的，给予9折优惠。

2 .对信用等级为AA的
个人，入住定点协议养老结
构的，给予9 . 5折优惠。

3 .对信用等级为A+的
个人，入住定点协议养老结
构的，给予9 . 8折优惠。

协议养老机构名单
办理程序

★ 信用等级统计为入
住养老机构之前15日内，减
免时间必须在信用等级证明
有效期内。

★ 符合条件的人员在
申请入住养老机构时，携带
身份证及有效信用等级证
明。

★ 减免方式为：在交
费时当场减免。

困难失业人员：

快来领取你的临时救助金！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为加强对生活困难未参保失业人员

的救助帮扶力度，今年，民政部门出台新政策，对临时救助人员
的界定范围进行适度扩大。凡是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
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
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人申请，可到务
工地或经常居住地申请、领取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文登区困难失业人员，可到务工地或居住地所在镇(街)民
政部门进行申请，经调查核对、审核审批后，如符合救助要求，文
登区民政部门将及时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详细咨询电话：
0631-8984106

(王旭光)

慰问退休老教师

10月22日，在传统节日重阳
节来临之际，文登经济开发区小
学党支部开展“九九重阳节，浓浓
敬老情”慰问退休老教师活动，部
分教师和学生代表走进退休老教
师家中，向老教师们表达节日祝
福，感谢他们为学校发展做出贡
献。

宋永强 摄影报道

凌晨出击，集中拘传“老赖”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日前，文登区人民法院根据上级法

院部署，主动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针对“涉民生案件及党
政机关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债务案件”开展了凌晨
集中拘传、约谈被执行人行动。

凌晨五点半，执行干警们在熹微晨光中兵分两路，整装出
发，前往各被执行人家中。

据了解，被执行人宋某曾向卢某借款11万元，借款期限为1
个月，并约定利息，但一个月后，宋某并未偿还借款，反而又借了
12400元，借款期限为5天。但借款到期后，宋某并未偿还任何一
次借款，于是卢某将宋某诉至文登区法院。由于宋某态度良好，
经法院调解，卢某与其达成协议，同意宋某一年内分三次付清借
款。但事后宋某始终未偿还完借款，还余10万元。之后，始终等不
到还款的卢某忍无可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宋某名下
并无可执行财产，案件陷入僵局。近日，案件转入执行法官李涛
手中，李涛沟通宋某无果后，便将其加入到此次执行行动名单
中。

李涛从卢某处得知宋某在某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做生意，凌
晨5点半，执行行动开始，李涛与法警们火速前往批发市场，当大
家赶到时，宋某还在收拾果蔬准备开摊。在看过宋某的健康通行
码后，法警将其拘传回了法院。经协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宋某
当场偿还卢某1000元，并于月底前再偿还2000元，之后每月均还
2000元，直至还清借款。

执行行动当天，文登区人民法院共拘传到院4人，约谈到院9
人，和解2人，部分履行3人，履行标的5500元。下一步，文登区人
民法院将继续开展专项执行行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助力保障全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孙文玉)

简讯

试用期内单位不缴纳社保，违法！

近期，罗先生到文登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咨询，2019年3月
与某公司签订3年劳动合同，试用期为3个月。2020年9月，罗先生
查询社保记录时，发现公司未缴纳试用期(2019年3-5月)的社
保，为此，罗先生向公司提出社保补缴的要求，遭到公司拒绝。

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表示，《社会保险法》第五十
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社
会保险费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邵艳艳 兰守华)

落实项目资金，促进生猪生产

10月20日区畜牧业发展中心对申报2020年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的14家养殖场召开项目工作会，会上对申报主体的资格审查、
项目的实施流程、资金的用途、建设周期、项目监管、实施方案的
编写等工作进行部署。2020年文登区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386
万元，主要用于生猪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良种引进、粪污处理、
防疫、保险、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重点支持一批管理标准化、防
疫制度化、粪污处理无害化、养殖规模化的养殖场。通过项目实
施做好生猪扶持政策落实、加强生猪养殖技术指导、疫病防控等
工作，保障文登生猪生产快速恢复。

(王忠杰 丛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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