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早出晚
归奔波在大街小巷，寒来暑往只
为配送美味佳肴，他们就是城市
里的“骑士”——— 外卖骑手。11
月17日，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携手美团在济南市市中区
建设路99号001号福彩示范店
开展“御冬送暖，温暖同行”关怀
活动，为外卖骑手送去初冬的一
份温暖。

本次活动共20位美团外卖
骑手代表参加，省福彩中心与美
团为外卖骑手准备了挡风被、车
把套、皮手套、护膝、脖套、保温
壶、手机防雨雪套等防寒物资以
及暖心热饮。

领到防寒物资的外卖骑手
们脸上洋溢着腼腆的笑容，其中
一位外卖骑手说：“很开心也很
激动，非常感谢山东福彩对我们
的关爱，为我们准备防寒物资和
热饮，冬天气温低，外卖配送的
订单也随之增多，对于我们自身

而言，进行配送任务最重要的就
是防寒，这些防寒物资来得很及
时，为我们的出行增添一份安全
保障。”

外卖骑手们通过对福彩示
范店的参观，了解到更多的福彩
知识。外卖骑手张先生(化姓)

说：“之前买过几次彩票，中过小
奖，这次活动来到福彩示范店，
让我们知道福利彩票筹集的公
益金支持了很多社会公益事业，
今后会在空闲时间走进福彩站，
多多参与，在期待中奖的同时，
也奉献我们的一份爱心。”

最后，骑手们纷纷表示，会
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为社会带去一份份安全暖心
的便利。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依托即
开票示范店公益驿站开展的公
益服务活动。2021年，省福彩中
心在全省101个即开票示范店
建设了公益驿站。公益驿站设施
齐全，配置手机充电、饮用水、无
线上网、医药箱、雨伞、工具箱、
打气筒、血压仪、微波炉等公益
用品和便民服务，免费向社会公
众开放使用，让公益福彩再次贴

近百姓生活。
公益驿站不仅是展示福彩

公益形象的重要窗口，还是承担
社会责任、践行公益使命的重要
阵地。福彩公益驿站旨在通过公
益服务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社会
福利和公益事业中，服务更多有
帮助需求的人，从而更好地提升
福利彩票的社会公益效益。

长期以来，山东福彩秉承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
宗旨，积极履行国家公益彩票的
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把温暖和
关爱传递到外卖骑手的心中，增
强外卖骑手从业者的幸福感、获
得感、社会融入感和组织归属感。
同时，也期望唤起公众对外卖骑
手的关注和尊重，形成温暖、友
爱、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晓斌)

致敬城市里的“骑士”
山东福彩开展“御冬送暖，温暖同行”关怀公益活动

“社会上的好心人，请救
救我突发‘脑出血’的父亲吧！”
近日，一个由中国科技大学研究
生发出的为父筹款治病的帖子
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济宁福彩工
作人员看到后非常重视，“阳光
福彩”公益救助活动再次启动，
为其送上了福彩资助金。

今年23岁的刘硕是一名中

国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一直以
来，他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
茅，还曾多次荣获奖学金和助学
金，是父母眼中的骄傲和希望。
一家人日子虽不富裕，但是彼此
依靠、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
风云，今年11月6日，身体一直
健壮的父亲突然从床上跌落，
并出现言语不清、意识模糊等

状况，后经确诊为“右侧基底
节 脑 出 血 ” “ 急 性 脑 血 管
病”。手术后的康复过程十分
漫长，一家人顷刻陷入了困顿
之中。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济
宁市福彩中心立刻与当事人刘
硕取得了联系并了解到详细情
况，为他送上了资助金和米、
面、油等生活物品，并鼓励他

坚定信心，笑对生活。“关关
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
灿。生活的挫折打不倒我们一
家。感谢济宁福彩为我们带来
的帮助和鼓励，我坚信在社会
爱心关注下，父亲一定会好起
来的！”刘硕感动地表示。

“阳光福彩”公益救助活
动是济宁福彩关于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
活动的具体落实。今后，济宁福
彩将会通过更多切实行动关心
帮助困难群体，奉献社会爱心，
传递福彩公益正能量，为社会文
明和谐做出更多贡献。

“阳光福彩”公益救助活动为困难家庭送去资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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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午，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
团宣讲报告会在济南举行。24日，
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山东继续深入
高校、企业进行基层宣讲，与青年
师生、一线企业职工座谈交流，推
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窗外冬意正浓，屋内暖意融
融。24日上午，山东大学明德楼
A座一层工会厅，坐满了青年师
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
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深刻揭示
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
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中央宣讲团来到这里继续宣

讲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讲者深入浅出，听者入心入

脑。宣讲结束后，师生们踊跃提问。
“怎样理解全会提出的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
跃？具有怎样的深刻内涵？”在现
场互动环节，山东大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专业第一届本科生焉祯率
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焉祯是山东大学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
年学习会的成员，这个青年学习
会是覆盖历史、哲社、经济等17
个学院的全校性思想政治类学
习社团，大家曾赴北京、延安、青
岛等地宣讲30余次，“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经典读书会已经
开展了48期。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
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砥

砺前行，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
醒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中
央宣讲团成员现场答疑解惑，让
焉祯受益匪浅。

同样备受鼓舞的还有山东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专业
博士新生安瑞龙，一场宣讲会下
来，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

“听了宣讲，倍感振奋。作为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把论文写
在中国的大地上，既要有理论高
度，也要深入实践，有鲜活例子，
作为学校青年宣讲团成员，我一
定创新形式，学好用好宣讲好全
会精神。”安瑞龙说。

作为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山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从各专业选拔喜爱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青年精英，组成山东
大学成仿吾英才班。山东大学基
础医学院临床医学（齐鲁医学

堂）2019级本科生张继正，是“仿
吾班”四期学员。

“通过对全会精神的学习，
切实感悟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张继正说，自己想加入青
年宣讲团，把全会精神由青年人
讲给青年人听，以更加坚定的理
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24日下午，中央宣讲团又来到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厂史
馆，参观山东省第一个产业工会展
厅、山东省第一个企业党支部展
厅、铁路工业发展展厅。一张张斑
驳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生
动再现了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感
人场面和企业的党建历史。

在公司总部大楼中厅，宣讲
团成员围绕如何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企业职
工代表现场互动交流。

“这是在两个一百年关键节
点上召开的重要会议，无论对我
们党，还是对社会各行各业，都
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道路。”中
车山东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广伟说，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
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会精神辅导读本，对我
们工人很有帮助，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对未来发展有很
大的指导意义。”中车山东公司
电焊高级技师、山东省劳动模范
张玉斌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交
流自己的学习体会、收获和疑问
之处。问答中，理解在深入，思想
在升华。

中央宣讲团在山东深入基层宣讲
深入高校、企业与青年师生、一线工人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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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官
方网站发布《关于进一步降低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和费用
的通知》，通知明确，全省各级公
立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单人单检价格为检测费和医疗

机构实际采购核酸检测试剂价格
之和，12月1日起最高不得超过
40元/次。检测费的最高价格下
调为30元/次，核酸检测试剂按
医疗机构实际采购价格，继续执
行零差率政策。医保支付标准相
应调整。

根据疫情需要，按照卫生健
康部门技术要求和标准进行混合

核酸检测的，5个样本混检检测
和10个样本混检检测价格均为
每人次 10元，不得另外收取检
测试剂等其他费用。属于“应检
尽检”的，按规定采用多人混
检；属于“愿检尽检”且检测机
构单日检测人数较多的，可以
应用多人混检，也可按单人单
检方式检测并计费。对入境人

员、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等
高风险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严
格落实单人单检。各级公立医
疗机构要设置专门的区域和窗
口，为单纯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的提供采样服务，不得收取挂
号费、门诊诊察费（一般诊疗
费）；要优化内部管理流程，采取
电子化、信息化的方式，为群众提

供核酸检测结果推送服务。
本通知自2021年12月1日起

施行，疫情结束后自行废止。

我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再降价

下月起单人单检最高不超40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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