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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睿 通讯员 刘菲 摄影报
道）在解家棚改项目施工现
场，塔吊交叉挥舞，伴随着最
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解家
棚改项目1栋安置楼的主体结
构正式封顶。

历经 200 多天的日夜奋
战，如今，解家棚改项目1栋安
置楼已实现主体封顶，其他楼
栋的建设进度也在稳步推进，
自施工建设以来，初家街道把
项目作为发力支点，精准服
务、包保推进、谋划开创发展
新 局 ，项 目 建 设 迸 发“ 新 活
力”。

今年以来，初家街道把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
主要抓手，始终坚持进现场、
解难题、抓开工，与项目进行
动态化、常态化联系，实行从
项目落地、手续办理到施工、
交付，全过程、全方位跟踪服
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和严峻复杂的宏观形
势，初家街道全面落实上级党
委部署要求，提高标准、瞄准
一流，以干攻坚、以干克难，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
项目全线发力、新经济业态活
力迸发、高质量发展稳中提
质。

据了解，解家棚改项目是
初家街道今年的重点项目之
一，该项目东至山海南路，南
至五卒山东路南侧配套路，西
至五卒山东路，北至五卒山北
路。总占地 467.7 亩，可建设
用地面积 365.55 亩，规划总建
筑面积 58.58 万平方米，其中
安置楼规划 9 栋，解家小学用
地面积76.8亩，可建设用地6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4 万平方
米。解家 A 地块集中商业建
筑面积 2.15 万平方米，B 地块
集中商业建筑面积 8085 平方
米，农贸市场1000平方米。

重点项目是惠及民生福祉
的强大动能，也是经济的“稳
定器”和“压舱石”。为了保障
解家棚改项目的顺利进行，初
家街道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项
目推进节点有序推进，坚持一
切为项目建设服务，全方位抓
好管理与建设，进一步加大项
目监督检查力度，提高项目建
设质量与效益，同时，深入加
强法制和诚信宣传，努力提升
社会各方面对重点项目建设
支持度，营造更好的项目建设
环境，推动辖区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

记者在解家棚改项目建设
现场看到，塔吊长臂不停运

转，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正在
紧张有序地施工，一辆辆工程
车辆有序出入，现场处处可见
工人们抓紧施工的忙碌场面
……如绚丽华章般，诠释着城
市建设的速度与激情。

封顶仪式不是终点，而是
新的起点，预示着项目将由主
体结构逐渐转向二次结构施
工。截至目前，解家棚改项目
已开工19栋楼，其中9栋安置

楼全部开工建设，1 栋主体封
顶，8栋主体施工完成百分之五
十；10栋商品楼均在进行主体
施工。已完成地下车库 7.9 万
平方米、地上 8.5 万平方米建
设，计划年底前完成A地块地
下7万平方米，主体17万平方
米建设。后续施工过程中将严
格执行“科学管控、严把环保、
重抓质量”，建设出高规格、高
质量、高品质的项目。

解家棚改项目1栋安置楼封顶
九栋安置楼全部开工建设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近日，记者从区医保中心获
悉，目前，我区2021年度居民医
保缴费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和往
年相比，2021年居民医保普通门
诊年最高报销限额有所调整，一
档缴费的由 100元提高至 200
元，二档缴费的由200元提高至
350元。同时，为方便居民缴费，
今年的缴费方式更加多元，居民
可通过包括电子税务局、微信公
众号、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市民
中心—社保）、光大二维码、邮储
银联二维码等方式自主申报缴
费。

已完成32000名学生和
在园幼儿缴费工作

近期，区医保中心与区税务
局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进行居民
医保推广工作，让符合条件的居
民都能享受医保政策带来的福
利。

10月15日，我区召开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集
中征缴工作推进会。工作人员针
对医保政策、征缴渠道、征缴期限
等内容，向各街道负责人解读
2021年度居民医保政策。今年，
区税务局负责2021年居民医保
的缴费工作，前期通过与教体局
合作，已完成了全区32000名学
生和在园幼儿的缴费工作。我区
普通居民的医保缴费工作，在此
次推进会后全面启动。

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前
期印刷的10万份缴费明白纸、微
信小程序的操作流程等印刷材料

已向各街道发放完毕，方便缴费
人操作使用，下一步，各街道将根
据会议精神在各自辖区内，开展
工作部署，组织宣传缴费。此外，
驻烟高校方面，已委托高校组织
发动学生缴费，相关工作有序推
进中，相关工作有序推进中。

记者从我区各街道（园区）了
解到，目前，街道（园区）正在向各
社区（村居）医保部署医保缴费相
关工作。有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重要
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他们将认清形势，提高站位，
深刻认识参保工作的重要意义；
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凝聚工作合
力，克服工作困难，多措并举努力
实现应保尽保。

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
自主申报缴费

2021年度居民医保缴费方
式更加多元。居民可通过“非接
触式”缴费方式进行自助缴纳或
者为他人代缴，具体包括：支付
宝“社保费缴纳”、“山东税务社
保费缴纳”微信小程序、光大银
行小程序、“山东税务”微信办
税、电子税务局等方式；也可通
过银行柜台或建行“裕农通”缴
纳，目前莱山区可以办理柜台缴
费的银行有农业银行、邮储银
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烟台银
行、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中国
银行（手机银行）、农商行（手机
银行）、光大银行（手机银行）；此
外，原有委托社区（村居）经办人

员登记造册，集中代收模式仍然
沿用，缴费人可自行联系各村居
（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缴
费。对于个别不采用上述缴费
方式的，也可携带银行卡到区社
保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刷卡缴费，
方便广大缴费人。

中小学生由学校按照学籍信
息组织学生家长通过微信、支付
宝、二维码等方式缴费；大学生群
体仍按照原渠道进行。孤儿、特
困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城
镇“三无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享受定期定量救济的60
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以及重度残
疾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财政
负担，由民政、残联、扶贫办核定
人员名单，医保局负责参保登记
工作，税务部门进行征收。新生
儿在出生6个月内，可关注“烟台
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办理
新参保登记手续，再通过税务缴
费渠道进行居民医保缴费；或前
往户口所在镇街医保经办机构进
行参保登记后，可以使用税务部
门提供的全渠道进行缴费。

城乡居民通过微信、支付宝、
光大银行小程序缴费成功4个工
作日后，可自行开具社会保险费
缴费证明。

医保缴费一档、二档
待遇有差别

2021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
费标准分为两档：一档每人每年
370元，二档每人每年520元。
对于居民来说，这两档缴费标准
的待遇有何区别？

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在
住院报销待遇、门诊慢病待遇、普
通门诊待遇、高血压糖尿病门诊
用药保障待遇等方面，二档缴费
的待遇要高于一档。一档缴费
的，一年内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最高报销18万元；二档缴费
的，一年内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最高报销22万元。

从上面的待遇差别可以看
出，虽然一、二档的个人缴费标
准仅相差150元，但一、二档缴
费享受的待遇是有差别的。就
拿医疗费支出较大的住院来说，
同样在三级医院就医，报销比例
相差15个百分点。举个例子，
王阿姨因心脑血管疾病在我市
某三级医院住院10天，共花费
12000元，在扣除住院起付线、
个人首先自付的部分后，合规费
用10000元，如果王阿姨按一档
缴费标准参加了居民医保，那么
报销费用为 10000 元×45%=
4500元，王阿姨个人最后要自
己负担7500元；如果王阿姨按
二档缴费标准参加了居民医保，
那么报销费用为 10000 元×
60%=6000元，王阿姨个人最后
要自己负担6000元，两者最后
相差1500元，远高于一、二档缴
费标准的差额。因此，医保部门
提醒参保居民，如果经济条件允
许的话，尽量按照二档缴费标准
参保，这样能享受到更高的医保
待遇，减轻个人的医疗费用负
担。

我区2021年度居民医保缴费工作全面启动
普通门诊年最高报销限额有所调整，缴费方式更加多元

我区开展“敬老月”
普法讲座活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睿 通讯员 籍文钧）近日，
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联合山东
德扬律师事务所，走进华润社
区，开展面向老年人的普法知识
讲座，切实增强社区老年人对于
现行法律法规的了解，增强老年
群体依法维权意识。

我区普法志愿者，为社区老
人进行了细致的讲解，讲座内容
紧紧围绕着老年人日常生活中
最关心的法律问题，提高了老人
们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对自觉遥
远的法律知识有了切身的体会
和生动形象的认识。

此次“敬老月”普法讲座活
动，不仅给社区的老人们带来了
法律知识，也为老年人安享幸福
晚年提供了法律武器。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区司法局积极参与
爱老助老活动，以实际行动为老
年人解决实际困难，以法律知识
化解老年人的烦闷，共同营造帮
老助老、温暖和谐的良好社会氛
围。

院格庄街道将家庭
医生服务送上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衣文萍 通讯员 李丛 隋
第）近日，院格庄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挨
家挨户为辖区贫困人员进行家
庭医生履约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为贫困
人员进行现场问诊、查体；分别
为慢病患者查血压、血糖；诊断
和健康咨询；填写服务手册。同
时，检查家庭医生签约协议书、
健康扶贫明白纸等有无丢失、家
庭医生服务手册填写是否规范
完整、现场进行“两免两减半、先
诊疗后付费”等健康扶贫政策宣
传。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每到一
户贫困户家中，都不忘叮嘱：“天
气渐冷，注意保暖，要及时添加
衣物，预防感冒。”有的白天不在
家，就利用早上或晚上时间进行
面对面服务。医务人员放弃假
期休息不分昼夜而忙于健康扶
贫让贫困人员十分感动。“党和
国家这么关心我们，你们工作那
么忙，还下乡入户给我们看病，
关心我们的冷暖，真是让我们太
感动了。”困难居民初先生说。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健康扶贫路上，院格庄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送医送健康到贫
困人员家中，使他们在家里就能
够切切实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情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