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王盛平 李杰）记者昨日从烟

台市卫健委获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全市卫健系统把“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与开展“百家卫生院 千家
卫生室大提升”紧密结合，全力打造建
设人民群众满意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质量和环境，把件件实事办到市民心
坎上。

5个区市落实了“一类保障”

基层卫生工作直接面向群众，是满足
人民健康需求的第一道防线，是党密切联
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截至目前，5
个区市落实了“一类保障”，10个区市落实
了“两个允许”。

莱阳市、栖霞市率先探索开展“挂职
院长”试点，选拔4名二级医院中层到乡镇
卫生院任院长。海阳、莱阳等区市首次为
具备大专学历、从事乡医工作满5年并获
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医特设岗位，
招聘入职卫生院，极大调动了基层专业技

术人才工作积极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达标

强力推进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三年提升行动，全市152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全部达到标准化建设要求，8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国家推荐标准、123
处达到国家基本标准、112处达到省提升
标准，建成社区医院13处、县域医疗次中
心6处，老年友善环境整治完成率9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就医环境
明显改善、服务品质明显提升、群众看病
就医获得感和认同感明显增强。

市县两级财政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重点向基层倾斜。在基础设施投入方
面，市县两级财政投入2110万元，为基层
医疗机构配置智慧查体设备155套。莱
阳市投资660余万元建成县域医共体远
程诊疗系统，招远市投入300余万元打造

“一院一特色”的特色专科建设，牟平区投
资1100万元为基层医疗机构更新诊疗设
备。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经费方面，在全

省率先明确人均130元的家庭医生签约
筹资标准，其中医保基金承担60元、财政
补助25元，每季度预拨补助金额的20%，
剩余20%通过年底绩效考核结果统一结
算。2020年，市县两级财政共拨付医保、
财政补助资金5261万元。在村卫生室管
理方面，市县两级财政对新建村卫生室给
予4万元一次性建设补助，对一体化村卫
生室每年给予2万元运行补助，2020年拨
付新建村卫生室市级建设补助396万元、
运行补助2065万元，2021年拨付村卫生
室运行补助2108万元。

资源下沉做实便民措施

从二级及以上医院选派30名“业务
院长”，以“传、帮、带”的形式为基层医疗
机构建立115个规范管理制度，建立36条
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建成“国医堂”和康复
科等特色专科66个，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35个，新开展手术34种，培训人员1500
多人次。开展“百名专家联镇街，千名医
生下基层”活动，90名专家及团队每周到

基层至少坐诊一天，2182名医务人员联系
村卫生室，今年上半年累计坐诊6000余
次、手术1000余台次。组织开展基层名医
评选活动，评选两批烟台基层名医40名，
充分调动基层卫生工作者的积极性，为基
层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
人才。

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调整组建
1923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投入2000余
万元，新改建健康驿站、健康小屋130处，
为每个家医团队配备1台智慧化随访设
备，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企业、进学
校、进养老院等场所，完善签约服务绩效
评价机制，提高签约服务质量和签约率。

深入推进“千家村卫生室提升活动”，
选派上级医院专家及团队定期到村卫生
室巡诊和坐诊，依托滨州医学院和山东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免费培训，指导村卫生
室开展好中医适宜技术以及合理用药等
基本服务技能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主
要培训常见病、多发病诊治、中医适宜技
术以及合理用药等基本服务技能，培训乡
村医生378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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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件实事办到市民心坎上

市卫健委强化资源下沉，做实便民措施，5个区市落实了“一类保
障”,10个区市落实了“两个允许”,152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达标——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全百惠 通讯员 梁红玉）
日前，胶东（烟台）党性教育基
地牟平教学区管理服务中心
在全区广泛开展“重温红色经
典 共忆峥嵘岁月”巡回展览
活动。将把中华老报馆、杨子
荣纪念馆、胶东抗战第一枪纪
念馆的内容以浓缩展馆的形
式，带进学校、走进企业、深入
社区，给群众带来一场红色的
文化盛宴。

7月7日，巡回展览走进
牟平区宁海街道，介绍了杨
子荣纪念馆的内容，讲述“孤
胆英雄”杨子荣成长于胶东
革命沃土，不在家乡当孝子、

甘赴东北干革命的大爱情怀
和在东北孤胆剿匪、智擒“座
山雕”、血洒闹枝沟等一系列
传奇故事，介绍“总理亲问英
雄事、一波三折寻英雄”杨子
荣身世确认的曲折历程，集
中凸显了“忠诚、担当”这一
鲜明主题。通过缅怀先烈、
追思英雄，教育引导广大群
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下一站，巡回展览将走进
大窑街道，号召大家真切感悟
革命英雄们高尚的精神品格，
找寻红色初心，牢记红色信
仰，传承英雄精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王轶 通讯员 王雪爱)昨
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获
悉，《烟台市优化人才落户工
作实施办法（试行）》于7月
10日正式实施，此办法由中
共烟台市委组织部、烟台市公
安局、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合签发，标志着烟台
加快人才聚集、优化人才落户
工作驶入快车道。

此办法的出台，为人才落
户烟台提供了政策优化和服务
便利。经相关部门认定的高层
次人才、急需型人才，符合条件
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国家职
业资格等级技能的人员，以及
符合学历要求的人员，只要有
意愿来烟台创业和就业，便可
将户口迁入烟台市。

办法指出：符合相关条件
的申请人落户地址以自有房屋
为先，再按照近亲属房屋及租
赁房屋或单位集体户、社区集
体户、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
构集体户的顺序进行落户。

办理落户手续时，申请人
凭本人居民户口簿或集体户口
登记卡、居民身份证，并根据相
应情形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到拟落户地派出所办理。

为了解决引入人才的后
顾之忧，办法中还指出：对于
符合条件已在烟台市居住或
就业的申请人，本人及其近亲
属均可自主选择落户；有意愿
来本市就业创业的，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可办理随迁。夫
妻双方均为集体户（不含院校
学生集体户）或一方为集体
户、一方为市区以外家庭户，
所生子女随集体户一方居住，
本人或近亲属在市区无房屋
的，可在集体户办理出生登
记。户口登记在单位集体户
且具有家庭成员关系的人员，
公安机关可以为其颁发家庭
居民户口簿。

依据《民法典》，此办法中
的“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日前，市医保局印发《烟台市医疗保障信
用管理办法（试行）》，将于7月24日起施
行。凡烟台市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
店、医保医师、医保药师、用人单位和参保
人等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对象，违反医疗保
障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服务协议，将视
为不良信用信息，纳入信用评价。

我市医疗保障信用管理体系采用
“1+N”模式，即由一个总的概括性管理
办法，配套涵盖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
店、医保医师、参保人员的多个具体管理
细则组成，最终形成医疗保障分级分类
信用监管体系。此次出台的《办法》为我
市信用管理体系概括性文件，共分9章
36条，分别从信用承诺、信息归集、信用
评价、信息披露、评价应用、信用修复、监
督管理等方面，阐述了我市医疗保障信
用管理体系工作原则。同时对信用主体
责任义务、各级医保部门和经办机构工
作职责、信用评价结果应用等内容作出
概括性规定。

《办法》规定，医疗保障信用主体主要
分为机构和个体两大类，其中机构又分为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个体分为
医保医师和参保人员。信用管理原则为
依法依规、公开公正、动态管理、安全共
享，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建立健全医疗保障
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对信用主体的基本情
况、经营水平、履约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

分析和评价，并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机制。

根据信用主体信用情况，医保部门
可以在法定权限范围内采取奖惩举措：
在医疗保障领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
实施或限制“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便
利服务措施，在医疗保障基金拨付、结算
等方面给予增加或减少政策红利倾斜。

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合理降低或提高抽
查比例和监管频次。在医保领域评优评
先中，同等条件下列为或限制成为优先
选择对象。

《烟台市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试
行）》的出台是我市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
设又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2019年，我市
建立了医保医师信用管理制度，印发《烟
台市基本医疗保险医保医师管理办法（试
行）》，对医保医师实行实名制管理和诚信
档案管理，根据违法违规情形及扣分情
况，分别给予约谈、警告直至暂停医保结
算资格的处理。施行以来共对156名医
保医师给予相应处理，起到了强有力的震
慑效果。3月份，出台《烟台市医疗保障信
用管理体系建设方案》，逐步建立完善我
市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制度体系。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陆续出台定点医
疗机构、医保医师和参保人员的信用管理
办法，建立完善信用评价指标，构建起全
市医疗保障信用管理的综合体系，确保基
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春康 通讯
员 吕春强 摄影报道）“为了我们，你们忙到
现在才下班，真是太感谢了！”龙口市青山绿
水经贸有限公司的业务办理人员在办完业务
后，向窗口工作人员连连表示感谢。

近日，龙口市青山绿水经贸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来到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服务窗
口，申请办理企业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
的变更登记，来时没有携带任何申报材料但
又着急招标使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市场
服务科的帮办代办工作人员主动帮助企业进
行全程电子化登记申请。由于该企业股东在
外地，工作人员通过视频通话及截图的方式
耐心指导其进行实名认证，由于股东个人原
因迟迟未成功认证，但此时已临近下班，工作
人员主动提供延时服务，直到下班一小时后
认证成功为止。顺利拿到营业执照后，企业
对窗口工作人员的延时服务和热情服务连连
称赞，事后还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这只是龙口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优化政务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龙口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为给企业、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出台了多项便民措施，提供了延时服务、
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一系列贴心服务。

6月10日，龙口一家新型建材公司申请
办理简易注销登记业务时，由于公司一位股
东身患疾病，无法自行完成网上电子身份验
证或者到现场人工确认身份，市场服务科决
定上门服务，全程帮助企业进行简易注销登
记申请。

龙口市行政审批局以更好、更快服务群
众办事为导向，通过帮办代办、上门办等暖心
服务，让企业、群众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
有效化解群众办事难的问题，切实做到便民
利民，把温暖送到群众心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晋 摄影报道）烟台市博
物馆馆藏的抗日战争时期使
用的洋铁筒，高 36厘米，长
24厘米。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
掖县郭家店（今莱州市）战斗
中使用过的洋铁筒，方形，铁
质，外侧一面带纸质商标，已
剥蚀。

郭家店位于大泽山的东
北面，抗日战争时期是平（度）
招（远）莱（阳）掖（县）抗日根
据地的中心，大泽山区的咽
喉，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
地位，是敌我必争之地。

1940 年 12 月 5 日，100
余名日军和200余名伪军占
领郭家店，强迫群众赶修工
事，准备长期驻守，打通从掖
县到莱阳、郭家店到平度的公
路交通，进而分割大泽山抗日
根据地。

针对日军的军事行动，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对敌人
展开进攻，经过五天五夜激

战，毙、伤日伪军140余人，俘
虏日军2人、伪军36人，日伪
军残部逃回掖县城。

此役打破了日军在郭家
店安设据点、分割抗日根据
地的阴谋，对保卫巩固以大
泽山为依托的平招莱掖根据
地，坚持山区游击战争具有
重大意义。

在郭家店战斗中，八路军
将鞭炮置于此洋铁筒中燃放，
与枪声配合迷惑日军，使其撤
退，一个小小的洋铁筒在我军
战士的巧妙利用下，竟成为制
敌的利器。（扫描下方二维码
查看相关视频）

帮办代办上门办 延时服务暖人心
龙口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系列贴心服务获点赞

我市出台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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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优化人才落户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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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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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市民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