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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寒假的到来，本报与区社保中心联合开展大学生志愿者社保服务活动也如火如荼展开，二十多名文登籍的大学生走走进文登
社保大厅和各社保缴费终端机网点，为参保群众和企业提供志愿服务。近日，记者走近这些大学生志愿者，聆听他们的的志愿心得，畅
享他们的追求和梦想。

洪源骏

“选择过来做志愿者首先
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再就是想
来了解一下社保这方面的知
识，虽然说有一点累，但乐在其
中。”洪源骏认为在志愿活动
中，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学不
到的东西。最基本的就是，她熟
悉了如何办理社保的这一套流
程，她还学会了如何待人接物，
如何在与他人的沟通过程中应
变更快一点。

李金蔓

“来帮助人就挺快乐的
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李
金蔓选择成为志愿者的原因
相当简单和朴实，“过来做志
愿者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寒
假这段时间里我本可以选择
去做兼职，但我还是觉得来
社保中心成为志愿者更有意
义一些，毕竟来做志愿者并
不是贪图挣多少钱，志愿者
带给我的收获是金钱所给不
了的，”当李金蔓每服务完一

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时，市
民都会向她道一声谢谢，这
也使李金蔓收获了极大地成
就感。

谭鲁萍

“来社保中心办理业务的
市民普遍反映便利了许多！”这
是谭鲁萍对志愿者服务的成果
最直观的体会。来自青岛理工
大学的大四学子谭鲁萍并不是
第一次参与到志愿者活动来，
但遇到社保中心志愿者这个活
动时她还是第一时间选择报
名，第一时间选择参与到志愿
者活动中去。现在已经十几天
的她愈发的自信，当有人来询
问社保的问题她总是能主动的
前去帮助他解答，当她遇到自
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也能主
动找工作人员帮忙解决，在志
愿者活动中，谭鲁萍变得愈发
的成熟。

于超

“来做志愿者让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山东工商学院的于

超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收获颇
丰，她不仅学到如何处理、办理
社保问题，而且学会了如何将
这些知识传授给别人。“这不仅
是一份短期的社会志愿活动，
更是一份珍贵的为人民服务的
生活体验。”在这生活体验中，
她也发现了新的认识社会的角
度，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思维能力。

王奕鑫

兰州理工大学的王奕鑫
在志愿者活动中发现家乡发
展的越来越好，“政府一直把
人民放在工作的第一位，还积
极组织更多的便民利民的活
动，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看
着家乡发展的这么好，政府这
么一心为百姓，让我感到挺自
豪的！”这次参加社保中心的
志愿者活动使他受益匪浅，为
他的人生也增添更多的闪光
点。

刘皓楠

就读于青岛工学院的刘皓

楠表示他自己以后就有考公务
员的打算，在这几天的工作中，
他虚心向这些前辈们学习，感
觉自己成长了很多，不仅在待
人接物上，还有在处理事务的
角度和看法上都有了自己的态
度。在这份工作中，他学到了在

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接触了
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我一定会
努力学习，把在这学到的生活
经验运用到以后的生活学习
中，将来考上公务员也一定要
努力成为一名勤勤恳恳的公职
人员。”

宣传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本报文登1月30日讯(通讯
员 杨英红 李君) 为了让
广大参保人员尤其是异地居
住、外出务工、“双创”等人员全
面深入了解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的政策要点、经办流程等
内容，以便参保人员提前办好
社会保障卡、事先进行备案、就
医后能够及时结算，自1月起，
区社保中心在全区范围内集中
开展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主题宣传活动。
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采取

进社区、进农村、进医院、进用
人单位、进车站，张贴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宣传海报，发放
宣传折页，开展政策宣讲，重点
宣传备案条件、注意事项，解释
就医地目录、参保地待遇、就医
地管理等政策要点以及可能的
待遇差异和解决办法。同时，充
分利用社保自助服务终端、威

海人摄手机APP、“社保手牵
手”电台专栏等渠道，广泛开展
线上宣传活动。

企业社保面对面
本报文登1月30日讯(通讯

员 高晶 杨英红) 为深化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企
业营商发展环境，针对企业在
社保业务办理中经常遇到的一
些共性问题，1月27日，文登区
社保中心主动组织全区130余
家重点企业，集中开展对企业
劳资经办人员的社保业务培训
和分组调研座谈活动。详细讲
解社保征缴、缴费基数申报、企
业养老退休、工伤保险等企业
经常办理的社保业务，重点介

绍了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攸关的
社保有关法律政策规定，以及
企业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操作
问题。

作为大力推行“互联网+政
务服务”模式的实际举措，文登
区首批“企业社保电子签章”正
式发放并激活启用。今后全区
参保企业将逐步全面启用专属

“电子签章”，企业通过网络和
社保服务系统开展业务申报、
缴费、审批、备案、出具证明材
料等经办工作，以及开展同城

通办的异地交叉业务办理，均
可使用“电子签章”代替纸质盖
章存档，将大大减轻企业报送
材料的跑腿负担。

大医院专家坐诊 百姓看病更放心
本报文登 1月 3 0日讯 (实

习记者 胡雪琳 通讯员
周华瑶 ) “以前去大医院看
病排了一天的队也不一定排
上 专 家 号 ，现 在 好 了 ，专 家
来我们镇上了，在家门口就
能看上病，真好呀！”市民刘
大爷说到。1月2 6日，文登区
整骨医院筋伤科主任谭训香

到米山镇卫生院坐诊，为市
民提供疾病诊断和治疗。

谭 训 香 主 要 从 事 颈 椎
病 、腰 椎 间 盘 突 出 症 、骨 关
节 病 、各 种 骨 不 连 、软 组 织
损伤等疾病的保守治疗，以
及骨科术后及神经损伤的治
疗 与 康 复 。当 天 ，周 边 市 民
闻 讯 纷 纷 赶 到 米 山 镇 卫 生

院，谭训香为每一位患者进
行诊治，耐心的解答各种咨
询问题，教患者做颈椎病保
健操，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注意事项，并且对日常保
健及预防等问题进行指导，
帮助患者掌握基本的保健常
识。

米山镇卫生院负责人表
示，大医院派大夫定期到乡
镇医院坐诊的这种医学合作
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患者赴大医院看病难、咨询
不 便 等 问 题 。同 时 ，由 于 基
层医院技术水平有限，这种
优质医疗资源下基层，可大
大提高其诊疗效果，让老百
姓看病更放心，基层医生也
可以学到很多实际经验。

青春扶贫 益暖文登
本报文登1月30日讯 (实

习记者 胡雪琳 通讯员
王潇如 ) 1月26日，团区委
在文昌中学举办“青春扶贫·
益暖文登——— 新年送新衣”
发放仪式，现场为文昌中学
46名困难学生发放羽绒服。

活动中，团区委负责人
和老师们将精心准备的羽绒
服送到每一位学生的手中，
并鼓励学生们要好好学习。

“希望你们长大成才之后，不
要忘记这份关爱，能够继续
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将这
份关爱传承下去。”文昌中学
负责人勉励学生。

“新年送新衣”活动是团
区委在春节前开展的一次集
中送温暖活动，前期通过25
所中小学摸排了376名困难

青少年的信息，其中建档立
卡和低保青少年100余名，经
过认真审核，结合大部分青
少年的微心愿，统一购置了
一批羽绒服，近日可全部送
到每一位学生手中。

近年来，团区委广泛联
系社会资源，聚焦弱势群体
的精准需求，创新性地开展
了具有特色的“精准扶贫直
通车”“金晖助老”“靓居工
程”“牵手关爱”“微心愿”等
脱贫攻坚项目，推动了青春
扶贫成效。

针对春节这一特殊节
点，区团委还将开展“暖冬行
动”春运志愿服务、入户走访
慰问、敬老院志愿服务、义务
清雪等活动，让温暖弥漫全
城。

速读

防侵财

日前，五垒岛边防派出
所精心制作了十余块宣传看

板，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将

电信诈骗、扒窃等案件的发

案特点、防范常识一一展现，

让群众在观看过程中更加直

观的了解电信诈骗、集市扒

窃等案件特点，有针对性的

做好自身防范。

(于长江)

安全教育

日前，埠口边防派出所

民警走进驻地张家产小学，

围绕安全对在校小学生开展

安全教育。民警从消防安全、

应急疏散、用电安全、煤气中

毒救治、交通法规以及应对

陌生人搭讪等方面展开讲

解，现场演示了消防设施使

用方法、受伤后的紧急包扎

方法和心肺复苏动作要领，

提升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加

强了学生处置日常突发事件

的能力。

(张世武)

检查校车

日前，文登交警大队四
中队安排民警到文昌小学开
展校车安全大检查。对校车
驾驶员及随车安全员进行安
全教育及通报近期辖区内事
故情况，提醒司机恶劣天气
谨慎驾驶。

(李会江)

无证驾驶

日前，文登交警大队六
中队民警清查行动中，查获
一辆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
田某驾驶证被吊销，属无证
驾驶。民警依法对其开具行
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将该机
动车暂扣。

(李会江)

防诈骗

临近年关，为了提高辖
区群众防诈骗意识和宣传防
诈骗知识，文登分局龙山所
西凤凰台社区民警深入社
区、酒店等场所发放宣传诈
骗的宣传册。

(辛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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