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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启动，3个半月有4万余人参加

保保障障金金仅仅一一天天时时间间就就到到账账

5S美国原装盐藻

365元买一年送一年

我国首个最强悍的优惠政策，亘古未有的超低价位，三大权威机构联合推出：盐藻之父
5S美国原装盐藻——— 365元买一年送一年！每天5毛钱，收获健康长寿过百年的期盼！

盐藻之父 5S美国原装盐藻
1、原料最纯
2、含量最高
3、祛除疾病效果最全面最彻底
4、修复和营养细胞最快最稳定
5、持久保持超强免疫力

疯狂的盐藻

盐藻，被生理学家、医学家和药学家说
它是自然界里的奇葩，它能让死去的细胞复
活，让萎缩的神经茂盛生长；分解药毒，排除
重金属物质，瞬间启动人的强大自我修复功
能，加速疾病康复，叩开人类的长寿之门。
2011年的日本核辐射盐藻甚至被炒到一克
黄金一克盐藻的天价！

盐藻到底有多强大？
盐藻是38亿年前最古老的细胞生物。科

学研究发现，盐藻富含5种类萝卜素，70多种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18种氨基酸。一粒盐藻
等于20克虫草、人参，等于14小时纯氧运动，
等于更新一遍身体血液。

研究发现，盐藻之所以存活38亿年，而
且能在—27°-----+53°的环境里自由生
存，在96%的盐水中生生不息，就是因为盐藻
具有独特的DNA修复功能，遇到损伤后能够
快速修复、再生受损细胞，使机体功能完好
如初。

小盐藻 大健康 用和不用就是不一样
祛除疾病———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防癌抗癌、糖尿病、风湿骨病、肠胃病、便秘、
失眠、肺病、肝病、等30多种常见病和400种
机体疾病，服用盐藻后这些疾病就会不翼而
飞，防癌抗癌、抑制肿瘤、代替放化疗等效果
显著；提高免疫力——— 如果你原来容易感
冒，吃完盐藻后一两年不感冒一次；抗疲
劳——— 如果以前疲劳乏力，萎靡不振，头晕
耳鸣。用盐藻后神清气爽，精神头十足；抗衰
老——— 把盐藻研成粉末涂在老人斑上，连续

不断用上一个月后老人斑开始变淡，两个月
后老人斑逐渐消失，三个月后就能全部恢复
到正常的皮肤光泽；

5S美国原装盐藻 领跑盐藻最高品质
5S美国原装盐藻，原材料采用夏威夷无

污染、纯天然盐藻；世界最先工艺提取、浓
缩、精制后含量每粒高达190mg(其他盐藻含
量一般在40-60mg左右 )，吸收和利用率
100%；科学家验证：服用5S美国原装一年，顶
服用其他品牌的盐藻3-5年。所以5S美国原
装盐藻被称为世界盐藻之父！

普及5S美国原装盐藻
365元买一年送一年

为了让更多国人都能通过服用5S美国
原装盐藻，有一个健康长寿的好身体，国家
生理学协会、国家医学联盟和国家药学发展
基金会，三家权威机构联合举办：5S美国原
装盐藻10000盒超低价体验活动。此次活动的
宗旨是让一部分急需盐藻的群体，先验证5S
美国原装进口盐藻的强大功效，信赖5S盐
藻，带动所有需用盐藻的群体，最终都能用
上5S美国原装盐藻，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中
国梦。特决定：5S美国原装盐藻一年的用量
仅需365元，而且买一年送一年，每天只需5
毛钱，就能收获健康长寿过百年的期盼！每
个区域限20名，每人限领一份(2年量)，实名
制领取，重复领取无效。一个家庭限领2份(4
年量)，需提供身份证号码。

特别提醒：为了响应“健康进万家”的精
神，即日起，凡订购2份盐藻的用户、均可免
费获赠市场价值268元的三诺智能语音血糖
仪一台(含试纸)，血糖仪全国联保各大药店
有售！名额有限，赠完即止！(145)

5毛钱 /天

抢取热线：

400-003-6515

本报4月27日讯(通讯员
李盛 鲍迪 记者 王晓霜)
14日，滨州学院郭老师手机上
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中国职
工保险互助会滨州办事处账号
为***账号支付1985 . 00元，银
行已扣款”。据了解，这是自滨
州市总工会自1月9日启动职工
互助保障活动以来，患病职工
得到的第一笔互助金。根据统
计，活动启动3个半月以来，全
市参加互助职工达45181人，单
位495家，已逐步构筑起滨州市
广大职工互助互济、共御风险
的坚实屏障。

“没想到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金赔付这么顺利，仅一天时
间就支付到账，工会真是我们
的娘家人，为我们办实事”。郭
老师因病住院治疗共花医疗费
用近2万元，其中医保报销了1
万多元，还有3500多元需要自
己承担。出院后，滨州学院工会
领导告诉她，单位为每位教职
工办理了住院医疗互助，市总
工会可以再为其报销一部分。

4月13日，郭老师带上出院小
结、医疗费结算单、身份证及银
行卡复印件，填写了一份《职工
医疗互助金申请书》来到中国

职工保险互助会滨州办事处，
工作人员很快就办完了全部手
续，14日就已收到互助金。

今年1月9日，滨州市总工
会在全市普遍推广职工医疗综
合互助保障。在滨州市辖区内，
凡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参加所
在单位工作，属于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内16至60
岁的在职职工均可享受互助保
障，由所在单位统一组织参加。
在互助期内 ,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的职工，参照医保支付范围，
分住院医疗互助、重大疾病互
助、意外伤害互助三方面进行

补助。会费标准为每年每人130
元，高危行业为135元，会费由
所在单位行政、工会负担70%，
职工个人负担30%，也就是说
个人只需缴纳39元即可，一年
为一个互助期。

据介绍，滨州市职工医疗
互助保障活动启动3个半月以
来 ，滨 州 已 有 4 9 5 家 单 位 共
45181名职工在各级工会的组
织下参加了互助保障。截至目
前，包括滨州学院的郭老师在
内，已有6名职工享受到互助
金，合计金额5620元，极大地减
轻了患病职工的经济负担。

征集职工医疗互助宣传口号
截至6月30日，评选一、二、三等奖和入围奖，最高奖金3000元

本报 4月 2 7日讯 (通讯员
李盛 鲍迪 记者 王晓

霜 ) 为深入开展在职职工住
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活动，
引导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到这
项活动中来，滨州市总工会
开展滨州职工医疗互助工作
宣传口号征集活动。本活动
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征集时
间截至 6月 3 0日。届时将会评
选 出 一 、二 、三 等 奖 和 入 围
奖，最高奖金3000元。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
理念是“无病我帮人，有病人
帮我”，职工只需要缴纳很少

的互助费，患病时就可以从
全市的互助金总额中领取互
助金。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
滨州办事处于2014年12月9日
成立，今年 1 月 9 日正式启动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

此次征集宣传口号要求
主题明确，内涵丰富。应征作
品既能较好地体现滨州市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的特色
和定位，又能彰显工会组织
服务职工的形象品牌，特别
要彰显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
动利于职工救急解难，利于
社会稳定和谐的作用，具有

较强的亲和力、吸引力、感召
力和宣传推广效果。应征作
品要言简意赅、表达准确、清
新 流 畅 、易 识 易 记 ，通 俗 易
懂、琅琅上口，富有生机和时
代气息，主题宣传导语字数
控制在 1 0 字以内。应征作品
须用中文表达，句式表达形
式不限，但必须是此前未以
任何形式发表的原创作品。
每位投稿者投稿作品不超过
2条。

作品以电子邮件方式投
稿，邮箱为bzy lh z@163 . c om。
以个人名义投稿或以单位工

会集体组织统一投稿均可。
作品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身
份 证 号 、单 位 名 称 、通 信 地
址、手机号码，并在电子邮件
标题中注明“姓名 ( * ** )口号
征 集 ”字 样 。征 集 时 间 截 止
后，由滨州市总工会组织专
家评审，评选出一、二、三等
奖和入围奖。本次征集活动
设 一 等 奖 1 名 ，奖 励 人 民 币
3 0 0 0元；二等奖 2名，各奖励
人民币 1 0 0 0元，三等奖 3名，
各奖励人民币500元，入围奖4

名，并向所有获奖者颁发获
奖证书。

高高层层开开盘盘当当日日
棕棕榈榈湾湾成成交交九九成成

“58元买套房”众筹活动截止到5月24日

本报4月27日讯 棕榈湾在经过前期
公开认筹后，26日，在售楼处举办了盛大
选房。开盘当日，解筹率就达到了90%以
上，并启用了备用房源。

“6183号楼801成交，恭喜！”售楼处
随即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像这样的场
景在26日上午频频出现。陪同朋友前来
购房的吕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开盘的价
格比平时关注的要低三百块钱左右(每平
方米)，“之前来问的优惠政策是96折优
惠，现在是92折，还赠送部分装修和家
电，很合算。”。吕女士和朋友不到8点就
过来取了号，等了两个来小时，终于进来
选房了。吕女士也是棕榈湾的业主，已入
住小区内的复式洋房一年多了，“整体环
境非常不错，住得也很舒适，周围一直有
朋友问，我也经常过来帮他们问价格优
惠之类，开盘的优惠就是最合适了。”选
完房的吕女士和朋友在办理手续，只见
全家上阵，孩子也一起跟着，“买房不是
小事啊，在外面等的时候比较着急，担心
之前看中的房号会被选走，轮到我们发
现那套还在，就直接定下了。”吕女士的
朋友说。像这样的情况，当天也出现了，

但开发商为此也准备了备用房源，“有些
客户看中的房源可能被选走，为此我们
也把几套同样户型不同楼号的房源拿出
来备用。”工作人员介绍道。

开盘当日，房源不仅执行最惠的92
折，还赠送300元每平米的标准装修和家
电一套。在选房结束后，现场的抽奖也是
让准业主们欢喜了一把，海尔双开门冰
箱、55寸海信电视、电饼铛、电水壶、电子
相册等大礼都找到了幸运得主。其中的2
号选房者更是抽得了三样奖品，“真是太
高兴了，买房送了空调，现在又抽到了电
视、电饼铛，希望尽快入住。”而大奖海尔
双开门冰箱的准业主则比较低调，上台
领奖时还不忘送上对棕榈湾项目的祝
福。

据了解，开盘活动结束后，价格及优
惠政策将恢复从前，“但这样的优惠和礼
品赠送在下次认筹开盘中仍会继续，没
有选到合适房源的客户也可以多多关
注。”销售人员解释道。近期，棕榈湾项目
还推出了“58元买套房”的众筹活动，截
止日期至5月24日，活动详情可以致电棕
榈湾售楼处。

多项零措施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 今年以来，翟王镇
计生服务站以强化优质服务，温
暖一方亲人为口号，围绕提升计
生优质服务水平这一主线，通过
不断创新和完善计划生育服务体
系，实现优质服务工作的提升。

办证“零等待”。服务站精简
办事程序，规范服务措施，拓宽服
务渠道，确保“及时办、无障碍、零
等待”，切实提高群众满意率。

落实政策“零容忍”。服务站
严格及时落实计生法规规定的各
项奖励救助政策，严格实行政策
公开、调查核实等措施。

制度建设“零距离”。进一步
规范计生服务制度建设，深入开
展以“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
关怀关爱育龄妇女”为主要内容
的“人文化”优质服务活动，走进
群众，走进家庭，走进育龄妇女，
真切的传递自己的服务真情。

政务公开“零时间”。进一步
健全公开机制，通过建立公开栏、
政务网站，发放宣传品，全面实行
计划生育政务公开、服务承诺，把
群众关心的生育、奖励的办事制
度、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第一时间
反馈给群众。

(韩娟 孙兆成)

每每组组客客户户33分分钟钟选选房房时时间间，，气气氛氛热热闹闹又又紧紧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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