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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你最美”烟台苹果主题摄影
大赛第一赛季已接近尾声，第二赛
季正在进行。第一赛季主要聚集烟
台苹果伐老建新、规模化经营、科技
引领等转型升级之路，分为果农之
美、果园之美、果花之美三个篇章，
已征集参赛作品超过1000幅。通
过这些丰富多彩的作品，可以看到

“中国第一个苹果——烟台苹果”转
型升级、坚持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当前大赛正在火热进行
中，快来参与吧！

每张作品都有一个故事

“那天我经过烟青一级路，正巧
看到一列高铁在远处穿过，和眼前
的苹果花形成了非常美好的一幅
画，我就赶紧下车等了10分钟，记
录下这张照片。”《苹果花迎贵客来》
作者于大为表示。于大为经常往来
于烟台和青岛，尤其秋季，一路都是
挂满红苹果的果树，“那张照片背景
是栖霞牙山，中景是列车，近景是苹
果花，一幅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存，
像世外桃源。”于大为说。

同样投稿的乔先光，将苹果从
开发到销售等全流程都通过照片的
不同角度呈现出来。“招远市红富士
生产基地，苹果多，也有特色。我希望通过这些
照片能呈现烟台苹果的美丽风光和丰硕收获。”
乔先光介绍。“作为胶东人，苹果是咱们的特
色。我平时经常去拍摄苹果题材的内容，有的
拍到了果农，就去把照片洗出来赠送给他们，希
望这种方式能让他们感到种植苹果的价值。也
希望他们通过苹果走上致富之路。”乔先光说，
在当地有较大的苹果交易市场，每年苹果季各
地的摄影朋友就来到交易市场拍摄，留下红火
交易的纪念。这次参赛，他也将自己拍摄的交
易盛况的照片进行投稿，希望“烟台苹果”这一
品牌能越来越响亮。

在众多投稿中，有一张照片显得并不专业，
但是背后的故事却令人感动。“在援助湖北疫情
期间，我收到了来自家乡的礼物——红彤彤的
大苹果。看到来自家乡的礼物，内心很温暖，我
当时就决定将这份温暖与大家分享，把烟台苹
果分给还在住院的患者，让他们也尝尝地道的
烟台苹果。”投稿者张学刚表示。当时，他将苹
果分享给患者后，还得到患者的点赞。“烟台苹

果很好吃，棒棒的！”看到患者如此
称赞家乡，他打心底里高兴。

第一轮赛季即将进入尾声

据了解，本次大赛贯穿全年，分
两个赛季和年终大赛的方式进行。
第一赛季为4月—8月，征集作品主
要聚集烟台苹果伐老建新、规模化
经营、科技引领等转型升级之路，分
为果农之美、果园之美、果花之美三
个篇章，截稿时间为7月30日。第
一赛季每个篇章将筛选出40幅优
秀作品入选年赛，并从中评选出20
幅获奖作品进行表彰；第二赛季为9
月—10月，征集作品要聚集烟台苹
果高质量发展下的新生机、新收获、
新愿景，分为苹果成熟之美、丰收喜
悦之美两个篇章，截稿时间为10月
25日。第二赛季每个篇章评选出
60幅优秀作品入选年赛，年赛最后
评选出30幅获奖作品进行表彰奖
励，并在“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暨
第二十一届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
期间对分赛季和年赛获奖的优秀作
品进行展览，并颁发荣誉证书，同期
编印“苹你最美”摄影大赛作品画
册，在烟台各交通枢纽进行公益宣
传。此外，此次参赛奖励十分丰厚，

设一等奖1名，奖金20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
各10000元；三等奖10名，奖金各5000元。大
赛同时设置：优秀奖30名，奖金各1000元；参
与奖100名，烟台苹果主题邮册等精美纪念品
一份。

据烟台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介绍，此次参赛作品风格与体裁不限，单幅、
组照不限，投稿数量不限，但要以“苹你最美”为
主题，反映烟台苹果高质量发展以及与之相关
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百姓生活等
内容，提倡、鼓励有创意的佳作。此外，照片仅
可作简单的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等调整，
不得作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
理。谢绝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

参与方式方面，本次投稿作品一律为电子
文档 jpg 格式，每幅作品长边或竖边不小于
1000像素，每幅作品文件名处必须注明作品标
题、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手机和拍摄地点等。
作品参赛邮箱：ytapplepc＠163．com。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讯员
衣宝萱）近日，市医保局公布了我市2020年度职
工基本医疗、生育保险缴费基数。其中，月缴费
基数的上限为17284元，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
年度个人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3269元。

根据山东省医保局、省人社厅《关于公布
2019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
的通知》(鲁医保发〔2019〕59号)、省人社厅《关
于公布2019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87号)的
规定，2019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为 69136 元，月平均工资标准按照
5761元执行。

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与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执行统一缴费基数的原则，烟台市
2020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下
同)月缴费基数的上限为17284元，下限可继续
执行2019年度个人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3269
元，其中2019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月平均工资的 60%(往年正常下限)对应为
3457元。

相关链接

2020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调整说明

最低缴费基数的调整

因 2020 年度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

2019年度个人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3269元”，全
市医保经办机构本年度不再遵循惯例对最低基
数进行集中统一调整。目前，系统中月缴费基数
低于3457元的，允许参保缴费单位在3269元至
3457元区间通过“烟台市医疗保障单位网上服
务系统”如实自行申报，差额补缴不收取滞纳
金。对缴费基数进行自主变更申报的参保缴费
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如实申报，缴费基数确定
后，经职工本人签字认可，留存备查。

最高缴费基数的调整

受疫情影响，为减轻企业负担，2020年度最

高缴费基数调整取消稽核申报，改由参保单位按
照参保职工本人2019年度月均工资，通过“烟台
市医疗保障单位网上服务系统”在16346元至
17284元区间如实自行申报，差额补缴不收取滞
纳金。对缴费基数进行自主变更申报的参保缴
费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如实申报，缴费基数确
定后，经职工本人签字认可，留存备查。

需稽核调整的缴费基数

因参保缴费单位申报错误，需要调整3457
至16346区间缴费基数：在烟台市参保职工基本
养老、失业或工伤险种的单位，凭社保部门稽核

结果至医保部门业务科室进行调整;在烟台市仅
参保职工基本医疗单险种的单位，需携带稽核资
料到医保中心稽核科稽核调整。

申报调整最低、最高缴费基数
的方式和时间

烟台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将通过“烟台市
医疗保障单位网上服务系统”对申报起止时
间、注意事项等发布通知的同时为各参保单位
提供基数调整程序功能。缴费基数未调整前，
参保缴费及相关的医保业务均可按规定正常
办理。

工会不用出资，职工不用掏钱，就为广大工
会会员织起一张医疗保障网，有效减轻了住院职
工的医疗负担。记者了解到，市总工会创新探索
推出了工会“零出资”、职工“零投入”、服务“零跑
腿”的职工补充住院医疗保险机制，以“工会会员
优惠服务卡”为载体，整合社会资源向职工免费
赠送补充住院医疗保险，三年累计发放会员卡
27.3万张，为职工报销医疗费用1450.69万元，
打造出全省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职工医疗补充
保险“新样板”。

记者了解到，按照我市职工补充住院医疗保
险机制，凡是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持卡在
职工会会员，开卡后卡内日均资产达到1000元，
保险期内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支付
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扣除医保起付线后，达
到0.8万元即予理赔，最高可享受5万元（一个保
险期内）的赔偿。自2017年12月推出这一机制
以来的近三年间，有效缓解了部分职工家庭“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使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传统的补充医疗保险模式，各级工会需全
部出资或部分出资，补充医疗保障才能得以运
作。而我们创新了工作思路，在全市发出合作
倡议书，征集合作伙伴，建立了由市总工会+烟
台银行+量典网的三方合作机制。”市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我市由市总工会负责
统筹领导、协调，由量典网搭建平台，由烟台银
行参与运作，共同运行维护职工补充住院医疗
保险。

工会不用出资，职工不用掏钱。具体来说，
这一机制具有“免费送保”“不设门槛”“无等待
期”的特点。免费送保，即最高可享5万元赔付

（一个保险期内），截至目前已为工会会员免费赠
送保险30多万人次，享受医疗报销的工会会员
达到7917人次。不设门槛，即带病职工也可参
保。相比市面上绝大部分保险产品，工会卡赠送
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不论职工是否患有疾病，
一旦住院发生的合理治疗费用均可赔付。无等
待期，即保险生效当天住院即可理赔。持卡会员
参保生效后，一旦需要发生理赔，没有任何等待
期。不分病种，不分次数，累计达标后也可理
赔。参保会员如果单次住院费用达不到补充医
疗保险的赔付标准，在一个保险期内可以不分病
种，不分次数、多次累加，总数达到赔付标准后即
可理赔。

为提升服务质量，让职工少跑腿或“零跑
腿”，我市以省总“智慧工会”建设为契机，协调
对接浪潮集团、量典网以及保险公司技术人员
对“齐鲁工惠”APP烟台站上的“补充医保”流程
实施升级改造，线上补充医保服务可为职工和
基层工会实现线上的理赔和投保等功能，省去
了许多繁琐的申报手续。3000元以下的案件3
个工作日、3000元以上的案件5个工作日内即
可将理赔款打到职工个人工会会员优惠服务卡
上，真正实现了服务线上化、流程一体化，提升
了职工群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继续整合社会各方资
源，持续拓展和丰富职工补充医保服务内容，加
大工作宣传力度，扩大职工医保覆盖面，建立起
多方合作的长效机制，确保各方互惠共赢，实现
职工补充医保持续健康发展。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邱春波 曲坚豪 宦爱燕

近日，看到《烟台日报》创刊 75 周年征文
启事，作为一个与《烟台日报》打了多年交道的
老报人，如烟往事浮现眼前……

2005 年，是《烟台日报》创刊 60 周年。60
年一个甲子，报社党委决定隆重庆祝。除举办
一系列活动，还要编撰出版三本书：《烟台日报
社志》《烟台日报》创刊60周年作品精选》（以
下简称《作品精选》）《“我与烟台日报社”征文
集》（以下简称《征文集》）。为此，报社党委成
立了史志办公室，由我兼任史志办主任（我时
任《烟台日报》专刊部主任）并担任三本书的主
编（以上三本书分别于2005年、2006年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

关于《烟台日报社志》的编撰出版，我已撰
文记载，不再赘述。此次征文，就想说说《作品
精选》和《征文集》两本书的编辑过程。

先说《作品精选》。
“作品精选”的编撰碰到了两个难题。第

一个便是选稿难。60 年的报纸堆积如山，60
年的稿件浩如烟海，怎么选？报社党委确定的
编辑方针是：精选。60年，就选60篇，要选出
既有一定历史影响，又有较高水平的精品佳
作。为确保推选工作的客观、公正、准确、权
威，报社党委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媒体的报社领
导和部分专家共 14 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并
抽调专人从事稿件的初选。本着成熟一批、讨
论一批、确定一批的原则，经过数次研究，最后
确定入选篇目。

碰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寻找作者难。根据
编辑方针，每篇入选作品后面附一篇作者体
会或专家点评。创刊 60 年，有的作者已经作
古，有的失去联系，有的年事已高，无法再执
笔撰文，还有的作品无法查明真实作者，因
此，寻找作者、组织点评也成了一大难题。为

保证这本作品集的特色和质量，负责具体工
作的宋世民等老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最大限
度地贯彻了党委制定的编辑方针。

一位老报人曾经说过：“史家大记者，记者
小史家”。昨日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因
此，这部36万字的《烟台日报60年作品精选》便
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烟台编年史。在这里，“1945
年的烟台军民反对美舰登陆”，1947年的“杨禄
奎事件”，1958年的“门楼水库开建”，1979年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1996年的“烟台社会服务承
诺制”等重大事件悉数入选。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部“作品精选”也是一部烟台 60 年的大事
记。透过它，你不仅可以看到脍炙人口的新闻
佳作，还可以看到烟台发展的历史年轮。

再说说《征文集》。
在紧锣密鼓地选编“作品精选”的同时，

“征文集”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2005年
初，报社所属各媒体就陆续在显著位置刊发、
播出“我与烟台日报社”征文启事。

“60年光辉岁月，我们一起走过……”是此
次征文的主题。展开一篇篇饱含深情的稿件，
我们仿佛在展读一份份鲜活的报史，年过八旬
的创刊初期的老记者，伴随着岁月风云与《烟
台日报》一路走来的报社各个时期的老领导、
老报人，因热心写作而与《烟台日报》结下深厚
渊源的老中青几代通讯员和广大读者……他
们写来了情真意切的稿件，流露出热情洋溢的
真情。

最后收入这本征文集的稿件共93篇，26.8
万字，分为“报人篇”“读者篇”“处女作的故事”
和“附录”四个板块。

情真意切，以情感人是这本征文集的突出
特点。尽管来稿时间有先后，篇幅有长短，但
每一篇稿件都饱含深情，都是真情的流露、激

情的喷发。大凡为文者，都有发表处女作的喜
悦。《烟台日报》创刊60年发表了多少人的处
女作，恐怕没人说得清。“处女作的故事”里，每
一篇都激情洋溢，每一件都生动感人。

短小精悍、文风朴实是这本征文集的又
一个特点。“短、新、快、活”是《烟台日报》一
贯的办报风格，此次征文同样很好地体现了
这一风格。收入征文集的文章大多为千字
文，短的只有几百字。文章虽短，但记述的
都是作者历经岁月磨砺仍终生难忘的真事，
都是与报社兴衰存亡密切相关的实事。

亲历亲为、以文存史是这本征文集的又
一个特点。报人的风采扑面而来，读者的情
谊跃然纸上，作者的故事令人难忘。文章的
作者都是与烟台日报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人，他们写的都是自己亲历亲为的事。透过
这些激情洋溢的文章。我们看到的是烟台日
报社60年的创业史，一个甲子的奋斗路。

两本书的编选基本完成后，在讨论给两本
书定名时，时任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郑强提
议：六十年，选了60篇，就是要与读者一起分享
这些历经岁月磨砺而留下的精品，就叫‘一起分
享’。至于征文集，60年来，无论是读者、作者还
是报人，我们一路同行，就叫‘一路同行’，如何？

“一起分享”“一路同行”，贴切、准确，大家
一致赞同。

如今，又是15年过去，这些文稿的作者有
的已经作古，但他们记述的故事仍然鲜活地浮
现在我的眼前。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解放区沿
海城市党委机关报，《烟台日报》走过了75年
的光辉历程，但她依然不忘初心，与时俱进，谱
写新的篇章。
（作者为烟台日报社专刊部主任兼史志办主任）

《一起分享》与《一路同行》
□孙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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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打造职工医疗补充保险新样板，职工“零投入”，服务“零跑腿”——

工会“零出资”织起医疗保障网
三年累计报销医疗费用1450万元

我市调整本年度职工基本医保缴费基数
上限17284元，下限3269元，企业差额补缴不收滞纳金

市总工会三年累计发放会员
卡27.3万张，为职工报销医疗费
用1450.69万元。

免费送保
即最高可享5万元赔付（一个保险期内），截至

目前已为工会会员免费赠送保险30多万人次，享
受医疗报销的工会会员达到7917人次。

不设门槛
即带病职工也可参保。相比市面上绝大部分

保险产品，工会卡赠送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不论
职工是否患有疾病，一旦住院发生的合理治疗费用
均可赔付。

无等待期
即保险生效当天住院即可理赔。

持卡会员参保生效后，一旦需要发生理
赔，没有任何等待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