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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
讯员 衣宝萱）近日，栖霞市亭口镇的参保
居民王大叔享受到了新的肺结核医保待
遇。王大叔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今年8
月1日前他的报销额度已达到1700元，前
些天，他到栖霞市结核病防治所拿了330
元的药，惊喜地发现门诊又报销了180元，
超过了以往1800元的限额。王大叔询问
医生后得知，烟台市医保局出台了新的肺
结核报销政策，报销比例和报销限额均有
提高，进一步减轻了他的看病负担，王大叔
高兴地说：“医保政策真是好”。

为更好地保障参保人门诊慢性病医
疗需求，结合烟台实际，今年7月，烟台市
医保局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做好肺

结核、慢性病毒性肝炎等门诊慢性病医疗
保障工作的通知》，自7月31日起，将肺结
核、肺外其他部位结核、耐多药结核和广
泛耐药结核、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慢性
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代偿期等6种疾

病纳入基本医保乙类门诊慢性病疾病范
围，执行全省统一的认定标准，至此，我市
职工和居民医保门诊慢性病数量分别达
77种和66种。7月31日前，已纳入我市
门诊慢性病管理的结核病、慢性病毒性肝

炎（乙、丙型）的参保人员，不再重新认定
资格，自7月31日起分别按照肺结核、慢
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
享受医保待遇。

具体待遇标准如下：

6种门诊慢性病纳入医保
我市职工和居民医保门诊慢性病数量分别达77种和66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
讯员 王欢笑）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牟平区文化街道在扎实开展理论学习的同
时，注重学史力行，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
实效，积极投身“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发
展添把力”“我为服务增效率”“我为群众解
难题”社会实践活动。

把党史“学进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强化党史学习教育覆盖面，提升
学习效果。机关党支部利用主题党日、集
中学习日开展党史专题学习，在5个社区
党委和28个村级党组织中，结合每月“两
学一做”组织党员开展集中学习，让党员不
断提高党性修养，感悟初心使命。

把党史“讲出去”。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赓续精神血脉”党史学习教育宣讲进基
层活动，领导干部到自己分包的村居或企
业党组织，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为党员上专
题党课，目前已有6名领导干部为210余名
党员进行授课；街道总工会走进辖区内烟
台工业炉厂、烟台海德机床有限公司、烟台
百思特炉管厂3家企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进企业”活动。

重走英雄路，永远跟党走。文化街道
在杨子荣纪念馆前广场举办首届红色运动
会，来自机关、相关单位的干部和各村的党
员代表共180余人参加，活动以革命战争
年代的战斗和生活为主线，让大家在升国
旗、奏国歌中感受肃穆庄严，在齐唱红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中

感受澎湃的激情，通过授旗仪式激发大家
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青春代言，实干献礼。以年轻干部为
主体，组织开展“青春助农”“为合作社代
言”等系列活动，组织青年干部走进村党支
部合作社，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为家乡农产
品代言，5名“青春代言人”目前已分别走进
金龙庄草莓大棚、王家窑耐冬茶花地、永安
庄村桑葚园、庙沟桃林和海德豆腐坊、海德
农产品超市，对合作社产品进行宣传推广。

文化街道党工委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以“解决群众烦心事，实现群
众微心愿”为主题，在各村居广泛开展“开
门一件事”，每月“晒成绩”“赛作为”，新一
届“两委”班子比干劲、比成效，在为民服务

方面下足硬功夫、体现执行力。同时，各社
区依托社会组织和双报到单位开展了弱势
群体走访慰问、慢性病知识进社区等为民
服务活动。

下一步，文化街道将继续按照党史学
习教育相关要求，结合当前创城、安全生产
大排查等重点工作，在完成好“规定动作”
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自选动作”，扎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新成效。同时，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于党史学
习教育全过程，把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
题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践行初心使命，
察民情访民意，立足本职岗位开展为民、惠
民、便民服务，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切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牟平区文化街道积极投身“我为群众办实事”社会实践活动

解决群众烦心事 实现群众微心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通
讯员 曹兴强 摄影报道）日前，楚祥社区芝
水食堂在居民们的盼望中开始试运营。

“年龄大了，做饭不方便，有了这个老
年人食堂，以后不用发愁了！”上午11点30
分，来食堂吃饭的苏女士高兴地说。

楚祥社区空巢老年人多，经常为吃饭
发愁。有的老人饭菜做少了太单调，做多
了就得吃剩饭；有的老人行动不方便，买菜
很困难。为解决社区老年人“就餐难”问
题，楚祥社区党委着力打造“芝水食堂”惠
民实事项目，满足辖区老年人的膳食服务
需求。

为保证餐厅用餐秩序，提高用餐质量，
社区党委充分发动辖区党员，每天组织党
员志愿者到食堂服务2小时，从事配送餐
具食材、收拾台面卫生等工作，“党员志愿
者的加入减轻了食堂工作人员的压力，营
造了有序、高效、暖心的用餐氛围。”食堂相
关负责人说。

据悉，芝水食堂实行“党支部领办”模
式，社区党委4个支部轮流到食堂开展志
愿服务，所有党员志愿者均办理了健康证，
还聘请2名营养师定制菜谱，米饭、馒头、稀
饭、菜汤，荤素搭配，味道清淡更健康。

“好吃，大厨做的菜就是不一样！”刚吃
完饭的苏大爷竖起了大拇指。社区居民纷
纷表示，和外面重油重辣的餐馆不一样，

“芝水食堂”午餐软硬合适、餐具干净、价格
实惠、分量刚刚好，很适合老年人的胃口。

据社区负责人介绍，芝水食堂每顿饭
菜不仅能让老人吃饱，还要吃好，饭菜质量
高，而且做到餐餐不重样，让老人享受“舌

尖上”的幸福晚年。为此，芝水食堂实行
“引进来、走出去”两步走方略助力服务管
理水平不断提升，一方面对接区餐饮协会
引进4家餐饮企业，每周定期携带食材现
场制作，让老人们不出远门就能享受“星
级”饭菜；另一方面选派食堂厨师到餐饮企

业进修，提升厨艺，让老人吃得健康、放心。
在“芝水食堂”集中就餐，老人们可以

一边吃饭一边唠家常，缓解孤独感和焦虑
感，增加幸福指数。“芝水食堂”位于老年
活动中心大院内，院内设有舞蹈、戏剧、棋
牌、理疗、老年大学等7大功能室，老人们

吃完饭还可以结伴去打打牌、跳跳舞……
据介绍，楚祥社区将继续了解居民的

意见和需求，不断改善运营管理服务机制，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扩大覆
盖面和受益面，为老年人的生活“烹”出健
康好“滋味”。

芝水食堂实行“党支部领办”模式，4个支部轮流开展志愿服务

让老人享受“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于函琳 王
鑫)18日下午，一场以“呵护健康，远离冠心病”为主题的健康
讲座在烟台市高新区马山街道海天社区开讲。烟台山医院
心内科专家走进社区，从识别冠心病发作症状、冠心病发作
时如何自救以及服药误区等方面，向社区居民普及了冠心病
预防知识。

为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马山街道海天社区
党总支携手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会计金融学院教师党支部，共
建了为民服务专业化平台——“悦龄学堂”，旨在为居民提供
文娱场所及文化、健康服务，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健
康知识讲座进社区、理财知识进社区。

“共建活动将不断整合学校、社区资源，立足于‘我为群
众办实事’，将悦龄学堂与‘三进’活动相结合，为居民搭建生
活、学习、娱乐的多功能互动平台，真正为居民提供便利。”
海天社区党总支书记初君梅表示。海天社区将继续以“服务
型”党组织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引领，通过党建带动、服务支
撑、活动连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通过“悦龄学堂”的建立，
搭建为民服务专业化平台，探索“党建引领，社区负责，高校
协助，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
园，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马山街道海天社区搭建专业化为民服务平台

“悦龄学堂”来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李昆）近日，海
阳市老年大学开设学习“微课堂”，利用开课前10分钟，由各
班班长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受到学员们的大力支
持和广泛好评。

学员们表示，通过学原文、谈体会等灵活的学习方式，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百年党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一
致表示，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海阳市老年大学创新形式

“微课堂”学原文感党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
员 祁高明）“有调委会的专家给我们这么
一分析，这个事我就懂了，也不用再往上找
有关部门了，谢谢你们！”昨日，家住烟台开
发区大季家街道恒祥小区的赵女士对街道

“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感谢。

原来，在征地拆迁中，赵女士一家因拆
迁房屋的继承问题产生了纠纷，经过村居
调解一直未得到解决。纠纷移交到大季家
街道“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后，街道
调委会派专人走访了解情况，邀请法官会
同街道专职律师、调解员、村居进行“四方
会审”，对产生的纠纷问题逐条分析，帮助
赵女士一家解决了纠纷。

受益的不止是赵女士。近年来，烟台开

发区大季家街道所辖32个村居中有27个
村居整村搬迁，由此引发的征迁补偿信访
案件逐年增多，占到总量的80%以上。为
有效减少信访量，维护居民的切身利益，大
季家街道把“大调解”做深做实，将“和为
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建设作为“一把手”
工程，党委书记亲自抓、党委副书记具体
抓，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萌芽中。

优化整合，一站接待处理群众诉求。
“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信访接待中
心、矛盾调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统
一整合，综治中心、信访、司法、妇联、党群
中心、征地搬迁等6个部门进驻，民生服务
热线划归中心管理，建立多功能矛盾纠纷
调解室、家庭纠纷调解室、司法工作室（法
律大管家）、拆迁纠纷调解室、信访接待

室、心理咨询室以及网格化指挥大厅等为
主要框架的“六室一厅”功能室。同时，设
立一个“无差别窗口”受理各类诉求，精准
分流到各功能调解室，实现了简易事项即
时办理、复杂矛盾联合接待、紧急问题现场
协调。

力量下沉，将矛盾化解挺在最前面。
大季家街道以“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
为辐射，根据辖区社区、村居布局特点，建
立了季翔、恒祥、瑞祥、嘉祥4个社区工作
站，以芦洋、山后初家2个搬迁村居为中心
设立了2个村居工作站，结合中心大街区
域人员集中、管理难度大问题，专门设置了
1个驻地工作站，安排107名机关干部充实
到7个工作站当中，与村居调委会形成“1+
7+N”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将街道的工作队

伍和管理触角延伸到最前沿，将矛盾纠纷
化解工作挺在最前面。今年6月以来，成
功调解矛盾纠纷96起，信访案件新增数量
大幅下降。

协作联调，多元调处化解矛盾纠纷。
在具体调解中，“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
心注重调解优先，建立协作联调机制，将法
庭法官、律师、老党员、老干部、公安等力量
引入调解工作，以第三方身份参与矛盾纠
纷调处，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在诉、访前达成
和解。村级实行全科网格员、专兼职调解
员、法律顾问“三员联调”，依托村居高委
会，做到网格员走访摸排早发现、调解员及
时介入早处理、法律顾问当面送法早释疑，
努力让群众“走进一扇门，矛盾全化解、怨
气全消除”。

开发区大季家街道探索矛盾解决新模式

走进一扇门，矛盾全化解、怨气全消除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瑶 通讯员 颜芙萱）昨天，
烟台市妇联十六届五次执委会议召开，会议总结回顾了
2021年全市妇女工作并研究部署2022年工作任务。2021
年，全市累计走访妇女群众8.19万人次，开展特色宣讲活动
178场、覆盖52.58万人次，用“巾帼红”品牌汇聚起380万港
城妇女向上向善的巾帼正能量。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工作主线，烟台妇女工作持续助力乡
村振兴，做好婚姻家庭辅导，用心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紧紧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课题，完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展示家庭文明建设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充分把握深化妇联组织改革的
时代要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锤炼忠诚、干净、担
当的妇联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各级妇联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
能力，让妇女群众真正参与、真实感受到妇联改革的成效。
同时，持续做好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巾帼建功系列行动，
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做实维权关爱服务寻，推进妇联
组织改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实担当、矢志奋斗，为开创
烟台新时代现代化强市建设新局面贡献巾帼力量。

会上，围绕“学讲话、担使命、走在前”主题进行了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从更高的高度回答了“妇女工作是
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引领更多妇女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凝聚港城巾帼力量
特色宣讲覆盖52.58万人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洁 通讯
员 旅宣）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文化
和旅游局积极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让文化生活成为群众的“家常菜”。

今年1月至9月，全市开展戏曲进乡村
演出覆盖 5752 个农村（社区），覆盖率达
93.4%，丰富了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现
了良好社会效益。市直专业艺术单位成立
多支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开展“五送六进”进
基层，将精彩文化活动送进镇村社区、广场
剧院。在京剧院小剧场推出“星期五剧场”，
演出主体汇集全市专业艺术院团、社会团
体、文化企业等，以一元惠民票价，将戏曲、
话剧、歌舞、朗诵、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送
到市民身边。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文
化志愿服务下乡、“赶文化大集 建美好乡
村”等形式，统筹国有文艺院团、文化馆、民
营剧团、庄户剧团等多方力量广泛开展送戏
曲进乡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
专业水平的戏曲演出。

实施“家门口的阅读推广”项目，结合
“五送六进”，推出“阅读推广人百千万基层
行”行动，6月至9月，100名签约儿童阅读
推广人走进校园、社区、农村等基层场所，开
展故事会、阅读讲座等1000场，带动数万人
次参与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举办“冰心读书
节”“烟台人读烟台书”等特色阅读推广活
动，推动“书香烟台”建设，弘扬烟台崇尚读
书、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

以送教下乡、集中培训、线上教学等形
式，推广辅导涉及声乐、舞蹈、书法、绘画多
个艺术门类的公益艺术培训科目。举办少
儿暑期免费艺术培训班52个，在开设声乐、
舞蹈、美术等课程的基础上新增了唐诗鉴
赏、戏曲表演等特色课程。针对中老年人免费开设了声乐、
美术等各类培训班69个。实施“百馆千村、千人千居”结对
子文化工程，通过打造高质量基层群众文艺队，进一步带动
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目前，结成帮
扶对子5000余个，培训基层文艺骨干1万余人次。开展“学
党史办实事·家门口的艺术课堂”活动，自5月14日启动以
来，在11个社区辅导100余次。开展非遗传承公益培训，推
出“家门口的非遗传习——非遗传承人走基层”活动，让普通
群众成为文化服务的参与者，让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用得到的“文化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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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职工门诊医疗费用起付线标准为300元，报销
比例80%，年最高报销限额与住院医疗费合并计算。参
保居民门诊医疗费用起付线标准为300元，一档、二档
缴费的均按60%比例报销，一档、二档缴费的年最高报
销限额与住院医疗费合并计算。

耐多药结核和广泛耐药结核：肺结核、肺外其他部位结核、慢性乙型病毒性
肝炎、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代偿期：

参保职工门诊医疗费用起付线标准为 300 元，报销比例
80%，年最高报销限额为4000元。参保居民门诊医疗费用起付
线标准为300元，一档、二档缴费的均按60%比例报销，一档、二
档缴费的年最高报销限额为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