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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睿 通讯员 籍文钧 摄影
报道）七五普法要求健全普法
宣传教育机制，实行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
展。七五普法以来，我区着力
构建执法普法大格局，执法部
门各显功夫，齐心合力将“普法
独奏曲”变为“法治合唱歌”。

强统筹，建长效
守法普法机制进一步完善

区司法局根据依法治区委
员会和协调小组工作规则，建
立健全协调小组领导体制和运
行机制，明确各执法单位的工
作职责、工作任务和工作程
序。制定普法依法治理年工作
要点，明确全年守法普法工作
的“任务书”和“施工图”，确保
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工作
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在全区开展“我执法我普
法”行动，针对机构改革实际，
对执法单位普法责任进行重新
梳理，制定并落实新的普法责
任清单，与41家执法单位签订
《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承诺书》，
推动普法工作由普法部门的

“独唱”变为各职能部门的“合
唱”，构建起分工负责、各司其
职的大普法工作格局。

搭平台、强品牌
法治文化建设提档升级

区司法局根据紧抓关键开
展普法工作，依托各类法治创
建活动，全面弘扬法治精神。
我区建立了法治文化公园和
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街道
和村居也结合自身实际，建立

了法治文化阵地，不断提升法
治宣传效果，深入推动“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落
实，充分发挥新媒体和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的作用，深化法律
六进，村居社区法律顾问实现
全覆盖。

将普法融入管理、服务、执
法全过程，为群众提供专业精
准高效的法治宣传，为百姓提
供抬头看得见、用时找得着的
法治服务，提升全区的普法用
法治理工作水平，让全区普法
工作层层推进、全面开花。

强服务，重实效
执法部门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

精准普法、按需普法，普法
实效显著提升。食品安全事关
民生大计，自烟台市成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以来，我区
以此为契机，不断探索食品安全
治理方法，提升全区食品安全生
产意识。区市场监管局在执法
检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食品经
营业户对于食品原料的采购、进
货查验及索证索票等方面问题

比较多，针对这一情况，区市场
监管局将烟台市创建食品安全
城市宣传的明白纸以及给生产
者的一封信进行了分发，督促
各企业单位认真学习。在检查
新世界百货星巴克咖啡时，提
醒供应商的供货证资质必须盖
上红章，这样可以保证一旦出
现问题，法律责任有所界定。

自食安城市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走进校园，向我区小学生发放
《远离五毛食品—守护身体健
康的一封信》，引导孩子们树立
不购买三无食品、过期食品等
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深入社
区，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整治活
动，有针对性地向老年人宣传
如何科学选购保健食品，将简
单的执法行为变为了执法普法
过程，效果明显。

及时普法、上门普法，普
法满意度大大增强。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税收政策是重要
一环，为了保证政策及时落实
到位，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莱
山区税务局走进企业，面向企
业负责人宣讲，并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进行实地指导。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区税务局走访
了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和
科技攻关项目企业共 48 户，
进行一对一的政策宣传辅导，
方便纳税人在最短时间内了
解税收政策，享受税收优惠。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既提高了执法人
员的法治素养、规范了公众文
明执法，也增强了监管对象的
责任主体意识和守法自律意
识，提高了行政效率，达到了两
相促进的效果。我区各相关执
法部门将继续开展相关学习宣
传系列活动，全面助力建设高
水平法治莱山。

齐心合力将“普法独奏曲”变为“法治合唱歌”——

我区高水平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睿 通讯员 陶为浩）提高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最
高支付限额，建立特殊药品门
诊用药保障机制，降低基本医
疗保险住院、门诊起付线标准，
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近
日，记者从医保部门获悉，1月
1日起，烟台市调整提高了一系
列医疗保障待遇政策，以进一
步提高全市参保人的医疗保障
待遇水平。

提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
通门诊最高支付限额。参保居
民的普通门诊年最高支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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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了居民
医保的门诊保障能力，减轻了参
保居民门诊医疗负担。

建立特殊药品门诊用药保
障机制。将国家谈判药品中17
种适宜门诊治疗、使用周期长、
疗程费用较高和临床路径清晰、

适用条件明确的药品，纳入我市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用药保障范
围，不设起付线。参保人员按规
定比例自付后的合规药费部分，
职工按80%的比例报销；居民
一、二档缴费的分别按 40%、
60%的比例报销。一个医疗年
度内，年报销额与住院医疗费、
门诊慢病医疗费合并计入个人
的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最
高报销限额，但不计入参保人员
乙类门诊慢病年最高报销限额。

降低基本医疗保险住院、
门诊起付线标准。我市对基本
医疗保险起付线政策进行了如
下调整：降低多次住院患者基本
医疗保险起付线标准。一个医
疗年度内，第一次住院治疗的起
付线标准不变；第二次住院治疗
的，起付线标准降低50%；第三
次及以上住院治疗的，起付线标
准每次均按100元执行。恶性
肿瘤患者，在一个医疗年度内多
次因放疗、化疗、靶向药物治疗

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只扣一次
起付线。调整职工医保门诊慢
病起付线计算标准。参保职工
同时认定两种乙类门诊慢病的，
一个医疗年度内只计算一个起付
线。取消居民医保普通门诊起付
线标准。参保居民在未实行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的普通门诊定点医
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
取消其每次30元的起付线。

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实行特殊药品保障，提高职工、
居民大病保险原有4种特殊药品
（即：依那西普注射液、盐酸沙丙
蝶呤片、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
结合型）、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
的补偿比例。起付线标准维持2
万元不变，起付线标准以上的部
分补偿比例由60%提高至80%，
一个医疗年度内每人最高补偿额
由20万元提高至40万元。建立
罕见病特殊疗效药品单独支付
政策。将治疗戈谢病、庞贝氏病
和法布雷病3种罕见病必需的特

殊疗效药品纳入我市职工和居
民大病保险保障范围，起付线标
准为2万元，2万元以上至40万
元以下的部分按照80%比例予
以补偿，40万元（含）以上的部分
按照85%比例予以补偿，一个医
疗年度内每人最高补偿90万
元。罕见病特殊疗效药品品种
由省医保局谈判后公布。

建立职工大病保险按额度
补偿机制。将参保职工经基本
医疗保险、职工大额救助金报
销后政策范围内住院个人负担
费用（含职工大额救助金最高
支付限额以上的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纳入职工大病保险补
偿范围。起付线标准为1.6万
元，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
1.6万元以上（含1.6万元）、5万
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70%的补
偿；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部
分给予80%的补偿。一个医疗
年度内，职工大病保险年最高
支付限额为60万元。

我市提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最高支付限额，降低基本医疗保险住院、门
诊起付线标准，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今年参保人医保待遇水平再提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睿 通讯员 刘菲）为全力做好安全工
作，有效遏制一氧化碳中毒和火灾事
故发生，近日，初家街道对辖区内木
材加工企业开展冬季防范一氧化碳
中毒和火灾隐患检查行动。

安全生产责任大于天。初家街
道高度重视辖区内冬季防火工作，树
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安全生产
工作落实落细，对重点区域进行现场
检查。

此次检查，检查人员着重检查辖
区内木材加工企业炉具使用情况，煤
炉旁是否存在易燃物、电线老化等火
灾隐患，并叮嘱相关负责人不能放松
警惕，注意煤炉使用安全，及时清理
炉具周围易燃物，确保自身安全，避
免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及火灾事故。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乱拉电线、煤炉取
暖不规范、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等现
象，要求相关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立
即整改，坚决做到隐患及时发现、及
时整改，并进行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
安全教育，加强企业安全防范意识，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接下来，初家街道将继续以常态
化管理及检查的方式，排查安全隐
患，督促整改落实，在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消除隐患的同
时，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切
实推动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初家街道
持续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行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睿 通讯员 宫升平）创新党建形式、
党建载体、党建活动是抓好基层党建
工作的重要手段。党支部之间开展
党建结对共建交流活动，更是实现基
层党组织工作互动、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提升党建水平的重要方式。近
日，滨海路街道机关党支部与威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党支部联合开展“红心领航 惠益万
家”党建共建活动。

活动开始后，各参与党员一同重
温了入党誓词。滨海路街道、威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党建工
作情况并现场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
书》。近年来，滨海路街道党工委按
照“党建引领、共谋发展”的工作思
路，凝聚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
力量，构建了资源集聚联合的党建共
治共同体，树立了“红心领航·惠益万
家”的党建品牌，把街道辖区内互不
隶属、领域多元多样的单位联结起
来，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
管、实事共办、发展共促的目的。

本次党建共建活动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和效果，提升了党支部的凝聚
力、战斗力，也增强了党员的政治意
识和责任意识。下一步，双方的全面
合作将更加紧密、更加深入，把党的
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群众的实际动力。

滨海路街道
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