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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每个居民都有

自己的签约医生

为更好地服务百姓健康，日
照市卫生局在市范围内开展了
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平台、
城乡居民为对象、家庭医生和乡
村医生为主体”的家庭医生和乡
村医生签约式服务。

通过签订健康服务协议，建

立家庭(乡村)医生分片包户责任
制，每个家庭(乡村)医生服务团
队负责 600 — 800 户(2000 人左
右)，每周巡诊工作不少于 2 次，
以辖区的老年人、婴幼儿、孕产
妇、慢性病患者为工作重点，优
先覆盖、优先签约、优先服务。

此外，还对居民家庭进行健
康知识传递、健康信息管理、健
康服务指引、健康行为干预和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让广大城

乡居民真正享受到 24 小时的主
动、便捷、连续、综合的“零距离
服务”，不断将家庭医生和乡村
医生签约式服务推向纵深。

将商业保险

引入新农合

今年 1 月，日照市卫生局在
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大病保险工作，建立了以

“政府主导、商业保险机构承办”
的大病保险新机制，将商业保险
机构引入到新农合大病保险服
务体系，提升重大疾病保障能
力。

积极加强与财政、商业保险
机构等部门沟通衔接，研究印发
文件，制定出台标准，落实人员
配置，认真指导各区县从新农合
基金中按照参合农民人均 15 元
的标准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
病保险，将儿童白血病、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乳腺
癌、宫颈癌等 20 类重大疾病纳
入大病保险补偿范围，在原有新
农合报销的基础上，对参合居民
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
再给予补偿，大病保险个人最高
年补偿限额达 20 万元，极大地
提高了参合居民重大疾病医疗
保障水平。

定期举行大型义诊

开设健康大讲堂

为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
医疗资源，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
层延伸，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健
康水平，丰富惠民便民服务形
式，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启动“服
务百姓健康”大型义诊活动。

义诊“三进”扩大覆盖面，对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和宫颈
癌、脑卒中等重点病种以及其它
地方性、多发性疾病开展“拉网
式”筛查，使群众就近就便享受
到上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还开设健康大讲堂，通过多
形式、多载体宣传卫生保健、疾
病防治和健康生活方式，引导群
众合理预期、科学就医，整合拓
展“千万行动”“远程会诊”“对口
帮扶”等项目，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进一步畅通便民惠
民渠道，丰富惠民便民形式，使
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和优质服
务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开展数字化

预防接种门诊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百姓健康，提
升预防接种科学化、规范化和信
息化管理水平，日照市卫生局在
全市范围内积极完善预防接种
服务模式，按照典型引路、整体
推进的思路，在原信息化管理
100% 覆盖率的基础上，开展“数
字化”管理模式，构建数字服务
平台、装备自动取号登记系统和
LED 宣传提示屏幕，通过实现进
门取号，依次预检登记，根据语
音呼叫和大屏提示信息有序等
候接种，系统记录儿童留观时
间，建立连续性儿童预防接种服
务档案等功能，优化了预防接种
流程、规范了预防接种行为、改
善了预防接种环境、提高了预防
接种工作效率和预防接种安全。

同时，将数字化预防接种门
诊建设纳入免疫规划工作考核
指标体系，实行以奖代补，落实
补助经费，全面提高了预防接种
门诊数字化建设的积极性。

日照市卫生局创新服务保障百姓健康

2200 类类大大病病保保险险补补偿偿最最高高 2200 万万
12 月 8 日，家住林海社区的张女士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冬季锻炼方法，张女士今年得了脑

出血，现在还没恢复完全，自从有了家庭医生后，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只要一个电话即可完成。据介绍，这得益于日
照市卫生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家庭医生服务，这将让每个市民都有自己固定的家庭医生。

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胡常全

由日照市卫生局举办的全市大型义诊活动受到市民欢迎。（资料片） 本报通讯员 胡常全 摄

电压稳定下来

养殖户乐了

“自从电网升级改造好了
之后，我就没再自己发过电。”
12 月 6 日上午，在暖和的养鸡
棚里，东港区三庄镇下卜落崮
村的养鸡户焦安新高兴地说。

今年是下卜落崮村的焦安
新从事养鸡行业的第八年，每
年他的鸡棚都要养七八茬鸡。
焦安新告诉记者，无论是照明、
饮水还是让鸡棚内部一年四季
都维持在 2 9 ℃ 左右，大棚养
鸡，最离不开的就是电。“特别
是夏天，为了给鸡棚降温，需要

五六台抽风机和多个水帘同时
运转，一刻也不能停。”

而多年来，他最担心的就
是突然停电和电压不稳。“电压
不稳的话，抽风机就不能工作，
棚里太热，鸡就容易死亡，这就
得靠自己发电及时供上电。”焦
安新说。

据下卜落崮村村支书孔庆
峰介绍，该村有 4 5 个鸡棚，5 0

多个猪棚，用电量非常大，“养
猪的自己加工饲料，电压不稳，
经常遇到卡机情况。”

今年以来，三庄供电所通过
走访调查，摸排出 4 个用电面积
和用电量较大的村，在上级部门
的资金支持下，从 10 月份开始，

开展了农网升级改造工作。下卜
落崮村就是其中之一。

三庄供电所安丰雷所长介
绍，原来下卜落崮村只有两个
变压器，通过升级改造，他们给
该村增加了两个变压器。“在村
西边养殖比较集中的地方，我
们专门安装了一个变压器。”安
丰雷说，现在所有机器都开动，
都不怕带不起来。

“原来自己发电，每天都得
发电 10 个多小时，而一个小时
就得用 4 斤柴油，开销特别大，
现在不用自己发电了，算下来，
平均每茬鸡要比原来省 2000 多
元的成本。”焦安新说。据孔庆
峰介绍，电网升级改造后，下卜
落崮村的养殖户一年就能省下
100 万元。

为让线杆顺利竖起

村民主动伐树

据了解，三庄镇多山，地面
不平给工程施工增加了很多困
难，许多施工地段的立杆、放
线，必须采用人工，有的线路档
距长，电杆还需要加高。

在三庄供电所所长安丰雷
的带领下，参与施工的人员每
天都早出晚归，每天骑行往返
20 公里左右。晒黑了累瘦了不
说，有的工作人员生病了，仍坚
持在工作一线。

安丰雷说，村民们也特别
支持电网改造，新换线杆的时
候，遇到有大树的地方通不过，
跟树主人提一下，对方都会很
爽快答应主动伐树。“我们是在
秋收时开始忙活的，有时人手
少，工作忙，村民们都会放下手
头里的活，主动去帮忙。”

近年来，三庄供电所在电
网升级改造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竖旗线是三庄镇的一条
重点供电线路，承担着 41 个行
政村的供电重任。因为运行已
近 30 年，竖旗线上不少电杆裂
纹严重，拉线锈蚀，因线路故障
造成的停电每年也达 10 多次。
另外该线路也超负荷运行。

去年，在 2011 年供电所完
成当年 2 . 6 万户集抄、部分低电
压线路整改、10 千伏线路清障
等工作的前提下，安丰雷带领
员工，完成了主线全长 17 公里
的竖旗线改造工程。安丰雷说，
原来雨天打雷导致停电，整个
线路都容易受影响，现在更换
了智能开关，不但不会影响整
个线路，恢复得也更快了，“通
过开关遥控器恢复供电，雨天
我们也可以作业，非常及时。”
安丰雷说。

投资 279 万余元

开展“亮巢”行动

6 日下午，记者在三庄镇上
夏家岭村看到，在村胡同里，电
工刘师傅正踩着梯子，和几名村
民忙着更换电线。当天天气有点
冷，工人们却忙得不亦乐乎。

刘师傅告诉记者，随着电
路的老化以及居民家中电器的
增多，老线路越来越不适应居
民的用电需求。刘师傅说，夏天
和过年期间是用电高峰期。“夏
天有时候连风扇都带不起来。”
刘师傅说，过年时，在外打工的
村民都回家了，不少村民都用
小太阳等电器，用电量也很大，
也经常出现电压不稳的状况。

据了解，从 1 1 月初开始，
三庄供电所在上级部门的资金
支持下，拿出 279 万余元对筛选
出来的 2 1 个村开展”亮巢”行
动。上夏家岭村是其中之一。

刘师傅介绍，上夏家岭村线
杆的架空线，由原来 25 平方毫
米粗的电线升级为 75 至 90 平方
毫米粗，下户线则由原来的 16

平方毫米粗升级为 25 平方毫米
粗 ，变 压 器 也 由 原 来 的 1 台
8 0 kVA 的变压器升级为 2 台
200kVA 的变压器。目前已经改
造 8 天了，预计还有 3 天就完成
了。

安丰雷介绍，目前已经有 8

个村完成改造，在年前，21 个村
将全部改造完成，让居民们过
上一个舒适的春节。

日照供电公司三庄供电所开展农网升级行动

电电压压稳稳了了，，村村里里养养殖殖户户一一年年能能省省百百万万元元

文/片 本报记者 化玉军

“电压稳定了，我们可不用再自己发电了。”这是不少三庄镇下卜落崮养殖户的心声。今年 10 月份，三庄供电所对
三庄镇 4 个供电需求较大的村实行农网升级改造，让养殖户不再因用电问题而发愁。11 月初，三庄供电所还在 21 个村
积极开展“亮巢”行动，保障居民在过年时不用担心电压不稳、停电问题，过个和美的春节。

下卜落崮村养鸡户焦安新(右)不再为电压不稳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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