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在省级风险补偿资金按照贷
款本金的30%给予补偿的基础上，市级风
险补偿资金再给予贷款本金的10%补偿。
对无还本续贷政策落实成效明显的银行机
构给予奖励。

三、税收支持政策

9.强化政策落实。对因疫情影响遭受
重大损失，纳税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困难减免，经税务机关核准，减
征或者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对
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
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对从事蔬菜

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
税。对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购买的用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
药品、试剂、疫苗，及时、足额为其办理采
购国产设备退税。对企业因疫情影响享
受的财政补贴收入，按照规定减免征收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关税费。

10.优化纳税服务。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企业实行“一户一策”专项税收服务，
全面实行“容缺受理”和“智慧税务”在线服
务。疫情防控期间，除企业涉嫌偷逃骗抗
及虚开发票外，非紧急需要不检查。坚持

“无风险不打扰，低风险先提醒”的原则，对
一般性违规行为，实施行政指导，最大程度
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四、社保支持政策

11.减轻社保缴费压力。对受疫情影响，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向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申请缓缴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缓缴
期最长6个月。对经批准缓缴的，缓缴期内
免收滞纳金，职工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
社会保险费的，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12.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对不裁员或
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面临暂时性经营

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月人均
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
行期按上级政策规定执行。成立应对疫情
企业用工协调机构，统筹各方资源帮助企
业解决用工困难。对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和民办职业中介机构，介绍技能型人才
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高校毕业生到本市
中小企业就业并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
的，给予职业介绍补贴。支持符合条件的
中小企业采取综合计算工时、不定时计算
工时等工时制度，推进网络办公，稳定生产
经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暂
定3个月。 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

我市出台12条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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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李成修 李凌峰）“今天心情挺沉
重的，一例重症患者突然去世，昨天他还
和家人视频。”2月6日21:30，YMG全
媒体记者连线毓璜顶医院重症医学科护
士任福磊时，他有些伤感，他是烟台第一
批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6日上午8：00，他准时到达医院隔
离病房，病房里，他看到护理队员正在抢
救一位患者，当时患者已经没有了心跳，
血压50，心肺复苏、推药，当时泵了大剂
量的升压药，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抢救，

患者还是离去。任福磊告诉记者，患者
本身患有肺栓塞，加上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对他来说已经是雪上加霜。患者的
妻子已被隔离，儿子不在本地，只剩下女
儿前往医院。“昨天他还和家人视频……
现在病房里还是12例重症患者，下午我
回到酒店已经是2点了，心情很低落，也
没有吃饭。”任福磊说。

采访临结束时，他说要想尽办法“让
病人恢复健康”“让自己鼓足力量”。任
福磊坚信“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战胜病
魔，登顶大别山，畅游遗爱湖!”

毓璜顶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任福磊

我们必定战胜病魔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安益）为
了方便战“疫”，第三批山东医疗队队员、
滨医烟台附院ICU护士孙长安、蔡洪伟、
杨越美再次搬“家”，安顿完一切的他们
专心干了一件事——字字斟酌写下入党
申请书。

“之所以写入党申请书，一个是因为
我们在培训当天，所有党员上台宣誓，听
着他们的入党誓词，我们三个都很震撼，
发自内心地觉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孙
长安说，第二是因为现在全国疫情这么
严重，物资还能够得到保障，老一辈医务
工作者的奉献态度，火神山雷神山的建
造速度，国家出动部队接管火神山等一
系列举措，让他们觉得中国的强大，这都

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很幸福，我们三人就
商量一起入党，正如那句入党誓词一样，
我们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孙长安告诉记者，“每句话都是我们
深思熟虑的，每个字都是我们细细斟酌
的，我们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三批山东医疗队共分为12组，孙
长安、蔡洪伟、杨越美同分在第10组，7
日晚上9点到8日凌晨3点是他们首次
进入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工作。

“我们从考核完防护考试后，就时刻准备
进入隔离区战斗，父老乡亲请放心，我们
会保护好自己，等到疫情结束，我们所有
医疗队队员一起回去！”

滨医烟台附院ICU护士孙长安、蔡洪伟、杨越美

字字斟酌写下入党申请书

站岗战疫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7日上午10点30分，
一辆装有300套压差控制器的汽车从烟台海博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火速驶出，前往德州防疫物资生产一线，为山东中昊控股集团
送去亟需的负压救护车滤毒系统配件。

从6日上午双方具体对接，到7日产品完工发货，期间仅用
了短短24个小时，彰显了烟台企业抗击疫情、力保应急物资生
产的决心和担当。

6日一早，一条“紧急救援！负压救护车滤毒系统配件告
急！如有请发往德州”的消息在烟台朋友圈里传播开来。

德州企业山东中昊控股集团，向社会发出紧急求助，亟
需负压救护车滤毒系统相关配件：35瓦-50瓦的开关电源，
需要500个；AC220V的YLK801型压差控制器，需要700个
（若没有这种型号，暂时可以用DC24V的YLK801型压差控
制器代替）。

负压救护车区别于普通救护车，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负压
隔离”，可以使外界环境免受污染，被称为“特大号N95口罩”。

“压差控制器，你们公司能不能做？”上午9点，烟台海博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静的手机上，收到朋友转来这条消息。

“没有问题，能做。”庞静思考片刻后，信心满满地回复了
信息。“公司产品跟对方需要的具体型号虽然不一样，但我们
的产品技术参数、性能完全符合技术需求，产品技术没有问
题的，只要针对本次要求稍加软件修改，就完全能够满足要
求。”她说。

很快，信息转到德州。
10点左右，庞静的电话响起。山东中昊控股集团来电，双

方就产品具体参数进行了对接。烟台海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
产品资料也发给了对方。

半小时后，两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远隔数百公里，通过微
信视频、电话等各种方式，围绕产品性能、技术参数等内容展开
技术论证。

“可以满足要求，你们现在库存多少？价格多少？”下午5
点，山东中昊控股集团来电，确定合作意向。

“我们要为防疫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以成本价提供。”烟台
海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主要领导的意见很明确，不能发国难财。

德州方面反馈意见，双方合作就此达成。
抗击疫情，时间就是生命。6日晚，正式合同签订后，烟台

海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立即组织公司工程师，针对本次要求进
行软件修改，并连夜进行了测试，完全满足要求。

7日上午8点，生产线相关人员陆续到岗，对产品重新下载
程序，以最快速度完成产品交付。

上午10点，300套压差控制器全部完成，开始装货。半小
时后，这批产品紧急送往德州，投入到防疫物资生产一线。

烟台德州两企业
携手抗击疫情

24小时完成供货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赵阳）记者从市医
保中心获悉，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市放宽多项非急医保业
务办理时限，出台多项特殊经办政策，确保医保经办服务有序
开展，助力打赢防疫阻击战。

结合当前的缴费期延长政策，市县两级医保经办机构号
召用人单位网上办理参保人员增减、基数申报、缴费、查询、基
础信息修改等业务，提高业务网办率。疫情防控期间，因不可
抗力等原因无法按时足额缴费的单位，经申请可免收因欠
缴医疗保险费产生的滞纳金。医疗保险退休缴费年限确认
可电话申请，无需现场申报，需要补缴医疗保险缴费年限
的，自申报当月起三个月内完成补缴，退休医疗个人账户和
待遇起始时间自退休次月起计算。

同时，推迟原计划2020年一季度的专家现场审核病种
的组织实施工作。申报门诊规定病种的，由具备病种申报
资质的医疗机构负责收集参保人员的申报材料，按月与参
保地医保经办机构交接。同时，临时调整部分门诊规定病
种待遇享受时间，乙类慢性病中可以提供门诊病历申办的
病种，以病种认定申请表的填报日期为执行日期。对直接
准入的病种，经审核后，门诊慢性病病历直接发放至参保人
员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经办机构电话通知患者就诊
时直接领取。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多地都对人员出行进行了限制，需
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也容易受到影响。对此，我市医保
部门在疫情期间，实施“长处方”报销政策，支持医疗机构根
据患者实际情况，合理增加单次处方用药量，减少病人到医
疗机构就诊配药次数；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经
诊治医院医生评估后，支持将处方用药量放宽至3个月，保
障参保患者长期用药需求。此外，每月的医疗费用结算单
可推迟报送，由医保经办机构根据系统数据先行结算拨付。

烟台放宽多项
非急医保业务办理时限

处方用药量放宽至3个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玲 通讯员 米静 张磊 摄
影报道）记者从烟台港客运公司获悉，自2月5日起，山东港口
烟台港客运站实行来烟人员健康申报制度。旅客在大连登
船后，由船方向旅客发放《来烟人员健康申报书》，抵达烟台
港后由客运站工作人员收回存档，对拒不提供申报书的到港
旅客进行劝返。通过申报书，可详细了解进口旅客姓名、身
份证号、联系方式、在烟地址及停留时间、身体状况等详细信
息，为疫情防控信息溯源提供可靠依据。

为切实做好烟连线水路运输疫情防控工作，烟台港客运
公司优化与渤海轮渡、中远海运客运的沟通机制，实施联防
联控，加强信息互通，不断细化、完善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受
疫情影响，山东港口烟
台港客运站目前每日发
送航班为 3班，分别为
11:00的渤海钻珠、21:
30 的棒棰岛和 22:00
的渤海玛珠。旅客可通
过关注山东港口烟台港
客运公司微信公众号

“烟台港客运”查询航
班、购票，或拨打24小
时 服 务 热 线 0535-
6506666进行业务咨询
和电话订票。

烟台港客运站实行
““来烟人员健康申报”制度

目前每日发送3个航班

本部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影报道）昨日，记者联系到烟台山医
院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徐月斐时，她
刚结束了当天的战“疫”，回到了休息的
地方。每天的战“疫”，从凌晨三点开
始，一直持续到上午九点，每班六个小
时。“交完班，再脱掉防护服就到十点多
了，一般十一点多才能回到酒店。”徐月
斐告诉记者。

2日上午，烟台山医院第三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外科重症监护
病房副护士长郭向林、内科重症监护室
主管护师徐月斐、血液透析室护师孙文
超、急诊科护士宋光富，四位“逆行者”
出征湖北。每天工作结束，防护服早已
被汗水浸透，脱下口罩的脸部满是口罩

勒痕，鼻梁、耳朵也被磨得红肿。“我们
所在的医院是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所在的科室是改造后的发热病房，中法
新城院区全部被征用收治新冠危重症
病人。今天我们负责看护48个病人，
其中4个病危患者上了呼吸机，其余全
部为病重患者。”徐月斐对记者说，“现
在的工作量和防护服下的工作强度真
的是超负荷，但作为医护人员我们必须
要挺住！”因为不想让病人焦急等待，他
们坚守“战场”，忘我工作，忽略了疲劳
和难受。

每次回到酒店，四名队员首先要做
的是做好洗漱、做好自身防护，然后再
给家里人报声平安，最后再躺到床上休
息。“能跟家人说话的时间其实很短

暂。父母和对象知道我每天九点下班，
一到九点就在微信群里准时问我下没
下班，如果我没及时回复，他们还会‘自
我安慰’道‘可能还在交班，再等等
……’”说到家人，徐月斐的声音有些哽
咽，“非常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人，不
论是医院领导，还是家人、朋友，他们带
给我们的温暖让我们知道，我们四个人
不是在单打独斗，而是有一大群人在帮
助和支持着我们。”

“有国才有家，保护好国家才能更
好地保护我们小家。现在国家需要我们
医护人员，我又是党员，我必须冲在前
线！”徐月斐为了战“疫”她付出了很多，
临行前，她剪掉了留了10多年的齐肩长
发，青丝虽断，壮心未减。“要上‘战场’，
就应该有飒爽的英姿，从现在起，我是一
名‘战士’。剪掉长发也能更好地穿脱防
护服，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全力以
赴地投入到抗击疫情阻击战中。”

“这个时候党员就应该冲上去，我是

党员，我要去！”这是烟台山医院外科重
症监护病房副护士长郭向林在接受采访
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去前线，不仅要
讲党性，还要“拼”业务，郭向林是中华护
理学会的重症专科护士，在一线从事重
症护理工作9年。

烟台山医院血液透析室护师孙文超
是一名“90后”，同样也是重症医学护理
人员，他也有着类似的初心，“作为医务
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救死扶
伤。能参与疫情防控、救治患者，这是我
们职责所在。我有着6年的重症医学护
理工作经验，相应的工作我都能做，我能
行且我能胜任。”

烟台山医院急诊科护士宋光富也
是一名“90后”护理人员，年轻但工作
踏实。在出发前，他就一遍遍地练习
穿脱防护服，“关键时候不能掉链子，
到了一线就要打胜仗，必须打胜仗！”
宋光富用坚定的语气说出了作为青年
医护人员的担当。

烟台山医院四名出征湖北“逆行者”：

每天的战“疫”，始于凌晨3点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李成修 王婧 摄影报道）“自从
报名到湖北那一刻起，我就没有犹豫过、
担心过、害怕过，我有信心、有能力、有专
业的知识来做好自我防护，同时能够护
理好每一位患者。”“90后护士”王少琳
跟记者这样说。

2月5日20时，YMG全媒体记者连
线王少琳，此时她才刚吃过晚饭。“从早
晨6：30出发到医院，一直到下午3点多
到酒店，这期间没有吃过饭，因为在病房
忙起来，就忘了吃饭。”王少琳说。

聊起今天的工作，她说，前一天，病

房里收诊了一例9个月大的小患者天天
（化名)，本以为孩子小，护理起来比较麻
烦，没想到每次去喂他吃药的时候，他
只是哼唧两声，然后，乖乖把药吃掉。

“看到他懂事的样子，我心里特别难
受。”王少琳说。

在病房里，还有一位阿姨，吃饭需要
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理，王少琳必须得
定时去帮她接尿倒尿。“谢谢你了，姑娘，
阿姨都不好意思了。”每天，王少琳听到
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谢谢”。每天下班，
王少琳的内衣都湿透了，但她认为再苦
再累都是值得的！

毓璜顶医院“90后护士”王少琳：护理一名9月龄患者

听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谢谢！”

烟台港客运站话务员。

烟台山烟台山医院医院44名名出征湖北出征湖北““逆行者逆行者””。。

王少琳抱着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