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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35千伏单电源线路升级“停电零感知”
山东
首例
11月6日，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在12万用户“停电零感
知”情况下开展线路升压改
造。这是山东省首例35千伏单
电源线路带电中升压至110千
伏的负荷切改。创造了山东供
电行业先河。较传统作业方
式，停电时户由12万降至0，多
供电量245万千瓦时。

35千伏靖海单电源供电
线，改造工期需要1个多月，
从服务民生和市场营销的角
度考虑，都需要通过转供电
的方式来解决区域用电问
题，而距离靖海线最近的35
千伏大庄线成为了必然的选
择，施工人员克服困难，解决

了两大难题：一是大庄线始
建于1988年的单电源线路，
无法完全接待超过20兆瓦的
负荷，同时受单电源线路性
质的限制，无法进行停电改
造。二是传统的施工方式需
要频繁停电进行倒负荷，对
周边客户的用电体验造成很
大的影响。

为保证改切后供电效
果，在线路改切和单电源线
路升级改造期间，国网荣成
市供电公司76名彩虹共产党
员服务队员24时对周边在运
线路实施严格巡视和测温，
全力保障线路可靠运行。

(王路平)

医保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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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参保职工可申请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A：按照上级要求威海地
区自2018年7月1日起启动职
工长期护理保险。根据《威海
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生活护
理依赖程度鉴定办法》威劳
鉴发【2018】1号文件规定，申
请生活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的
职工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参加职工长期护理
保险并连续足额缴费；(二)伤
病情基本稳定；(三)提供的材
料真实、完整；(四)自评基本
符合《威海市职工长期护理
保险生活护理依赖程度鉴定
申报参考标准》。其中，申请
入户鉴定的职工还应当符合

《威海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
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条件
即：1、处于植物状态的；2、需
要长期依靠呼吸机等医疗设
备维持生命体征的；3、患各
种严重不可逆型疾病且全身
瘫痪的。

Q：参保职工如何申请长
期护理保险待遇？

A：根据《威海市职工长
期护理保险生活护理依赖程
度鉴定办法》威劳鉴发【2018】
1号文件规定，符合条件的职
工，由本人或其近亲属于每
季度首月10日前向居住地受
理机构书面申请。申请时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1)《威海市
职工生活护理依赖程度鉴定
申请表》，其中，申请入户鉴
定的需同时提交《威海市职
工生活护理依赖程度入户鉴
定申请表》；(2)职工身份证、
社会保障卡的原件及复印
件，其中由其近亲属提出申
请的，需同时提交其近亲属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威
海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生活
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申报参考
标准》规定的有效病情诊断
证明、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
理规定复印或复制的医学检
查检验报告、入出院记录等
完整病历材料的原件和复印
件。

Q：异地退休人员，现移
居荣成市居住，请问现在能
否把公费医疗转到荣成市？

A：根据相关的医保政策
规定，目前医疗保险仍然实
行属地管理。参保职工在何

地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就需按
照参保地的医保政策享受相
关医疗待遇。在异地参加职
工医疗保险，需按照异地的
医保政策享受相关医疗待
遇。

Q：威海市参保职工如何
申请办理慢性病？报销比例
是多少？

A：威海市参保职工患有
规定的慢性病可享受门诊慢
性病补助，申请门诊慢性病
可在正常工作日持身份证、
社保卡、近期病历及相关检
查报告单、近期正面免冠2寸
彩色照片1张等资料，到自主
选定的一家定点医疗机构按
规定流程办理申办手续。由
定点医疗机构审核相关材料
并对申办人病情进行合理确
认后按规定享受门诊慢性病
待遇。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发
生的符合医保规定的门诊
慢性病费用与住院医疗费
用合并计算，起付标准为
900元(其中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起付标准为300元)；起
付标准以上到10000元部分
报销比例，在职职工分别
为：一级医院90%、二级医院
85%、三级医院80%；退休职
工分别为：一级医院95%、二
级医院 9 2 . 5 %、三级医院
90%；10000元到40000元部分
报销比例，在职职工分别
为：一级医院92%、二级医院
90%、三级医院88%；退休职
工分别为：一级医院96%、二
级医院95%、三级医院94%；
超过4万元以上大病救助部
分不分人员类别，报销比例
为：4 万元到 2 4 万元报销
90%；24万元至50万元报销
80%。

Q：为什么部分药店对于
同一厂家的同一款药品存在
定价不一的现象。

A：依据《山东省物价
局关于规范医疗机构药品
加价率管理的通知》(鲁价
格二发〔2016〕78号)文件规
定，民营零售药店销售药品
加价率自主制定。因此，国
家对民营药店销售的药品
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价，由经营者根据经营成本
和市场竞争状况自主定价。
也就是说，尽管同一厂家的
同一款药品，由于生产批
次、规格或进货数量等不
同，药店采购价格可能不一
致。同时，药店的经营成本、
市场竞争状况也不同，导致
药品销售价格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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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千伏盛泉线、长青线检修顺利完成
近日，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圆满

完成10千伏盛泉线和长青线的检修。
为确保本次停电时间做到可控

在控，检修人员充分发挥设备主人的
作用，主动协调内部施工队伍，多次
实地查勘现场，明确每个作业点的工
作内容、工作要求、人员安排、时间节
点。开工前，做好每一次安全交底和
技术交底，确保每一位作业人员清楚
作业范围、作业程序、防范措施，确保
圆满完成检修任务。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停电用户，对
于部分路段采取旁路作业的方式开
展检修。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
优质服务风险，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严格落实上级要求，提前通知用户，
对公变用户采用村委大喇叭、微信、
电话通知等多种渠道告知用户停电

信息、解释停电原因。对于转变用户，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进行解释，确保取
得辖区内所有用的谅解和支持。经过

多方努力，两条线路的检修工作于当
日顺利完成，所有缺陷全部消除。

(王路平)

市人民医院明晰问题找差距，对标先进再出发

11月1日，荣成市召开全市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明确卫生健
康系统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目标，动
员卫健系统上下一心，聚焦发展补短
板，强化担当抓落实，会议还表彰了
一批先进典型。

会后，荣成市人民医院迅速行
动，组织召开全院职能科室负责人
会议，第一时间传达落实会议精神，
进一步聚焦短板、理清思路、汇聚合
力，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
措，推动医院各项事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深入开展“医德医风医技攻坚
提升年”活动，大力推行行风建设网
格化管理，强化对外交流合作，建设
优势学科集群。积极与上海东方肝
胆医院、山东省立医院等国内一流
名院专科对标，“量身定制”学科发
展规划，争取利用3—5年的时间，将
上述学科打造成为省级重点专科，
并以此为引领，同步带动全院各学
科均衡发展。实施名医培育工程，提
升人才队伍素质，推进名医工作室
建设，逐步打响一批名医品牌。加大

对紧缺人才的培养力度，着力打造
梯队结构合理、综合素质优良的专
业人才队伍。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
中力量攻坚克难。加快推进二期工
程建设，确保2 . 1万平方米的附属楼
于明年上半年启用，门诊诊疗流程
进一步优化，医技服务质量和群众
就医体验都将得到大幅提高。同时
开放使用的两层地下停车场，将增
加近400个停车位，有效缓解群众就
医停车难问题。

(李煜)

养生小课堂 经常“冻手冻脚”究竟是为何？

中医认为，平时手脚冰凉多是阳
虚所致，因阳气亏虚，气血运行不畅，
不能温煦肢体，因而导致手脚冰凉。
那么怎样缓解手脚冰凉问题呢？荣成
市中医院心病科主任汤妍提出了以
下几点建议。

1、多吃富含铁和黑色食物、少吃
或不吃生冷、冰冻之品

建议多吃富含铁的食物。由于体

内缺铁，各种营养成分不能充分氧化
而产生热量，是怕冷的重要原因，所
以要注意补充含铁丰富的食物如瘦
肉、鱼、动物内脏、菠菜等。

2、睡前泡泡脚
日常生活中有些人手凉还可以

忍受，但是脚冷会比较难忍。经常用
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流动，加速血
液循环，赶走体内的寒气。

3、多做些有氧运动
如慢跑、跳绳等均可以改善血液

循环，使血液循环畅通，促进新陈代
谢，缓解末梢循坏差的情况，有助于
缓解手脚冰凉。但且不可运动过度，
因为高强度的运动会导致汗出较多，
有可能会把阳气发泄过度，起到相反
作用。

(王金玲 汤凌云)

威海感控专项排查督导专家组检查中医院工作

10月28日,威海市卫生健康委组
织感染防控专项排查组一行4人莅临
市中医院指导院感防控，卫健局医政
科，院领导王浩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
人陪同。

10月21日至26日，中医院由感控
办组织，对血液净化室、重症医学科、
发热门诊进行了院感工作全面自查，
重点包括：

科室院感组织架构，院感制度及
技能培训与执行，环境、物表、医务人
员手的采样与监测，三区(污染区、清
洁区、无菌区)设置，洗消用品使用，无
菌技术操作及安全注射，侵入性诊疗
操作感染防控措施，医护人员手卫
生，医疗废物的分类与收集管理，院
感病例上报，多重耐药菌监测，日常
清洁、消毒、灭菌与隔离，医务人员职

业暴露防护措施等。
中医院将以此次检查及自查、自

纠为契机，结合感控工作实际，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认
真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并
针对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想办
法，找措施，全面进行整改，坚守医疗
质量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的医疗
安全和健康权益。(王金玲 孙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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