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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威海海市市中中心心医医院院多多措措并并举举为为群群众众提提供供病病案案““一一次次办办好好””服服务务
本报文登11月28日讯(记者

姜坤 通讯员 王倩) 在
医疗病历被日益重视、广泛应
用的当下，其复印的需求量也
随之增大。为了提高服务质量
和效率，尤其每年“威海市城镇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群
众复印病历需求量激增，威海
市中心医院提前着手，对病案
科服务流程进行改造升级，积
极推进“一次办好”服务，新服
务窗口经过1个多月的改造近
日正式投入使用。

宽敞明亮的办事大厅、整
齐有序的等候座椅、有条不紊

的服务工作……与以往相比，

病案科办事大厅增加了审批和

复印窗口，同时新增了微信支

付和就诊卡支付功能，还计划

新增一台自助充值机。从充值

到付费，患者再也不用到处跑，

在大厅就可以“一站式”解决。

改造后的病案科更加人性化，

工作效率也更高，患者的等候

时间大大缩短。

“此次增加窗口只是我们

病案科在原有便民服务措施的

基础上新增的举措之一。”威海

市中心医院病案科主任盛芳介

绍，为了方便外地患者，病案科
自2012年就开始提供病历邮寄
服务。

病历复印是患者出院的最
后一道环节。不少患者因办理
医疗保险合作医疗报销、伤残
鉴定、病退、慢性病申请等，需
要复印病历。随着国家对病历
管理流程的强化，住院患者病
历的规范归档期需要几个工作
日，急着出院的患者往往当天
拿不到病历复印件。对于外地
患者来说，要么在医院再等几
天，要么回去后患者本人或家
属二次返回医院办理手续，给

他们带来极大不便。而病历邮
寄服务，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

“出院难”情况。需要复印病历
的患者只要在出院前到病案科
登记手续留下详细邮寄地址，
就可以安心出院，病历整理好
后，病案科会在第一时间把病
历邮寄到患者手上。

病案科负责着全院病历的
归类、整理和保管，以及病历质
控控制工作，是患者就医的信
息库和大后方，日常工作多而
杂。为给患者节约时间，加快周
转，病案科工作人员在背后付
出了很多汗水，他们的努力也

获得了上级的认可，2014年，威
海市中心医院病案科被威海市
卫计委确定为“威海市病案质
控中心”。

“我们将继续加强数字化
建设，给患者带来更多的便
利。”盛芳说，下一步，病案科将
引进自动叫号系统，不久后还
将实现无纸化办公。届时，病历
打印流程将进一步优化，患者
只需要输入信息，就可以在自
助打印区直接打印出病历，繁
琐的流程和排长队等候将成为
历史，可以为患者节约出更多
的时间。

文登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宣传活动
本报文登11月28日讯(通讯

员 吕文霞) 11月23日，区
人社局、住建局、交通局、水
利局和海洋与渔业局在市中广
场联合开展2018年保障农民工
工资权益宣传活动，切实保障
农民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此次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展
板、现场发放农民工讨薪维权
明白纸、农民工维权宣传单
等，并现场为农民工讲解工资
支付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他
们答疑解惑。“之前，我和我
的工友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都
不知道如何处理，通过今天的
咨询了解，以后再遇到这样的
情况，我们就知道拿起法律的

武器来维护权益。”来自河北
邯郸的梁先生表示。

近年来，文登区不断加强
宣传引导，全面提高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利用报
纸、电视、互联网、微博、微
信等载体，全面普及《劳动
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推
动用人单位自觉遵守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按时足额支付劳动
者工资，帮助农民工学法懂
法，通过正确方式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组织企业劳资负责
人定期培训观摩，开展“农民
工恳谈日”等活动，搭建沟通
平台，畅通交流渠道，提高劳

动者的依法维权意识和企业的
依法用工意识；组织开展“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活动，
正面引导企业和谐用工；设立
投诉举报电话，向社会公布，
在工地等显要位置设立维权警
示牌，营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的良好氛围。

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相关
负责人提醒广大农民工朋友，
在前往住建工地应聘时，需要
注意了解用人单位是否具有用
人资格，不要给个人性质的包
工头打散工；讨薪过程中，一
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不要有过激的不
当行为，否则很有可能受到法
律的制裁。

警营开放日 小朋友体验“真枪实弹”

出入境管理大队正式启用

微信和支付宝线上缴费系统

本报文登11月28日讯
(通讯员 王娴 于波) 按
照上级部门统一部署，经过
前期多次培训和测试，日
前，出入境管理大队正式启
用出入境证件微信和支付
宝线上缴费系统，出入境证
件缴费开启“扫码”新时代。

出入境证件微信和支
付宝线上缴费启用后，群众

在受理申请完成后，通过手

机微信或支付宝“扫一扫”

功能，扫描回执单右上方的

二维码，便可以随时随地进

行缴费，免去了在自助缴费

机排队等候时间，缴费过程

缩短至10秒以内，进一步拓

宽了出入境证件缴费渠道，

满足了申请人多元化需求。

强企千岗 招贤纳才

本报文登11月28日讯
(通讯员 荣健淞) 11月28
日，为了更好地满足全区用
人单位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帮助企业“招贤纳士”为发
展增能量，让求职者“就业
有位来”，文登区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综合类大型专场
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汇集了全
区发展空间大、工资价位
高、福利待遇好的天润曲
轴、威力工具、万图高分子
等59家企业参加，提供的就
业岗位达1514个。这些岗位
中除了部分对文化水平、技

能水平要求较低的操作工、

维修工、缝纫工、电工、普工

等岗位外，还有销售、仓储

管理、项目主管、行政管理、

财务会计等众多专业技能

岗位。

据人力资源市场统计，

此次参会应聘的求职者达

300多人，现场达成就业意

向近百人。人力资源市场将

继续关注企业的用人需求，

发挥好人力资源市场的桥

梁作用，在每月最后一个周

三定时举办招聘会，同时也

会适时开展其他招聘活动。

本报文登11月28日讯(通讯
员 曲彦霖) 为增强警民交
流互动，让群众深入了解警营
生活及公安工作，全面展示昆
嵛铁拳的良好形象。11月25日
上午，文登分局开展警营开放
日活动，来自文峰小学的学生、
老师及部分家长共计100余人
参加活动。

期间，小朋友们在民警的
带领下参观了特巡警大队营
区，观看了特警队员的匕首操、
防暴恐处置演练，正规的办公
秩序、整齐的内务和精彩的表
演赢得了小朋友的阵阵掌声。
在民警的细心指导下，近距离
接触警用特种车辆、枪械，了解
武器警械的性能、用途。随后，
民警结合侵害中小学生案事
件，围绕在校师生自我防护能
力的提升，就地取材，现身说
法，与师生共同演练应急处置
策略，教育学生们如何安全避
险、自救互救，沉着冷静应对各

类突发事件。最后，学生、老师
及家长共同将一面绣有“特警
雄风 人民卫士”的锦旗和精
心制作的手工品送到了民警手
中，表达了对公安民警崇高的
敬意和对警营生活的向往。

此次活动，为师生们搭建
了一个亲身体验警营生活和深
入了解公安工作的良好平台，
增强了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展
示了文登公安的良好形象，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天气渐冷 来天福中医科做个舒服的理疗吧

本报文登11月28日讯(通讯
员 刘筱佩) 随着天气的变
冷，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冬
季究竟该如何养生？腰腿痛、
颈肩痛到底是贴服还是针灸？
如何在严寒的冬季既有温暖春
风的快感又能舒筋活络、防病
保健？以上这些统统都可以在
天福社区中医理疗科得到解
决。

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
医堂在门诊楼一楼东，面积
200平方米左右，是相对独立
的中医药服务区，外部环境与

内部环境均体现中医药文化特
色，在装修方面融入了中医元
素，体现中式风格。设有中医
诊室2个、针灸推拿康复治疗
室1个，艾灸室1个。现有中医
医师5名，其中主治医师2名，
执业医师2名，能够熟练运用
中医手法对居民的常见病、多
发病进行诊治，同时开展推
拿、拔罐、刮痧、针灸、电
针、艾灸、雷火灸、中药贴
服、中医手法关节脱位整复、
红外线理疗、中医定向透药疗
法等20余种中医康复技术。

中医科配有诊断床、针灸

治疗床、针灸器具、火罐、中

频治疗仪、红外线治疗仪、中

药熏蒸理疗桶、颈椎牵引椅、

中药柜等多种中医设备。今年

6月份，中心主治医师杨万霖

自北京广安门医院进修归来，

精湛的医术及高尚的医德获得

了患者的一致好评。中心更是

加大了对康复理疗的投入，大

力发展中医特色康复专业，善

于运用传统的中医理疗手法为

辖区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文登鼓励扶持家政服务业发展

本报文登11月28日讯
(通讯员 于静 毕圣杰)

近日，文登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召开家政服务行业

从业人员意外伤害险补贴

政策宣讲会，进一步推进家

政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意外

伤害补贴政策实施，促进家

政服务业发展，鼓励家政服

务业吸纳就业。

实行家政服务业从业

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政

策，是促进家政服务业发

展、提高家政服务业从业人

员安全保障水平的重要举

措。为规范补贴申报，经前

期招标、公示，确定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分公司和国任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
心支公司，作为全市家政服

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

险定点商业保险机构，其服

务期限为2018年8月8日至

2019年8月7日。对于2018年8

月8日之前家政服务机构购

买的保险不予补贴。

据悉，凡在威海市行政

区域内进行工商登记或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且经营

主业为家政服务、养老服

务、社区照料服务、病患陪

护服务等家政服务事项的

家政服务机构，按照自愿原

则，向定点商业保险机构为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从业人

员每人每年购买不低于120

元标准的意外伤害保险，将

实行先缴后补制度，其中，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从业人

员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与
家政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
同或劳务协议，在威海市行
政区域内从事家政服务的
人员(不包括管理人员)。符
合要求的家政服务机构均
可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报名申领补助，补贴将按年
度申报拨付一次，申报时间
为每年4月份，经注册地人
社部门审核后，按每人每年
6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家政服务机构应实事
求是进行申报，对弄虚作
假，冒领、挪用、骗取补贴资
金的，一经查实，将追缴全
部补贴资金，5年内不再享
受相关扶持政策，并纳入失
信黑名单，实行联合惩戒。

文登区小观镇胜利建材厂的税务登记证副本丢
失，税号为：37063219670910501601，法定代表
人：许胜利，发证机关：威海市文登区国家税务
局、威海市地方税务局文登分局，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地址：文登昆嵛酒店贵宾楼4楼

联系电话：818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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