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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0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
金6109.70亿元，本年度已筹集公益金
455.30亿元。

1注1285万元+2注714万元！祝贺
我省购买者喜中3注大乐透一等奖！

烟 台 体 彩 加 盟 咨 询 电 话 ：
18560156315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体彩开奖公告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春娜 通讯员 鲍金梅 摄影报道）
降温天气袭来，供暖的脚步也在加
快。昨天上午，记者走进市城管局
热力公司，了解最新供热动态。在
祥和分公司锅炉房，记者看到工作
人员用火把将炉膛内的木柴引燃，
正式点燃今冬供暖“第一把火”，跳
跃的焰火代表着今年供暖工作正
式拉开帷幕。

根据祥和分公司经理于向阳
介绍，现在之所以进行烘炉，是因
为经过一个夏天的停运，锅炉炉
墙、炉拱里面存在很多潮湿的空
气，如果猛然间点火运行，会影响
锅炉炉壁安全运行。提前用柴火
烘炉，可以脱除炉内的潮气，避免
由于炉温上升太快、水汽膨胀造成
炉体出现安全隐患。同时通过烘
炉，可以进一步检验炉体各部件状
态，将问题提前解决，为正式供暖
做好准备。

采访中，热力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整个烘炉过程将持续7-
10天的时间，11月初具备供热运行
条件，届时可随时启炉供暖。“今天
我们进行点火烘炉，并不意味着正
式供暖，用户家中感受不到温度，
主要目的是逐渐给锅炉‘热身’，为
最后供暖做准备。”

据了解，为做好本采暖期供热
保障，热力公司从上年度供暖结
束后开始对锅炉、换热站和供热
管网等设备设施进行检修改造，
提前完成设备设施检修维护和消
缺工作，不断提高设备完好率。
10月初完成锅炉和一级网注水试
压，目前正在进行二级网和用户
室内注水试压工作，计划将于 10
月底全部完成。

目前，热力公司热费收缴工作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人员提
醒，今年收费时间截止到 10 月 31
日，除了传统的现场缴费途径外，

用户还可以通过公司网站、支付
宝、微信、烟台市热力APP等方式
完成采暖费用的缴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刘东辉 摄影报
道）只有人才的集聚，才有产业的
进步、项目的创新，城市才会更有
活力。10月 20日，烟台市“人才政
策宣讲进校园”活动在山东工商学
院正式启动，同步开展“留在烟台·
青春无忧”山东工商学院专场招聘
会，将留新政策更快地送往高校、
把政策福利更好地送到大学生手
中，让更多毕业生留在烟台创新创
业，更好地促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启动仪式上，山东工商学院
500多名 2022届毕业生代表和 156
家企业代表观看了烟台市城市形
象、青年人才政策宣传片。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姜瑞从“大”“强”“洋”“高”“美”5个
字展开推介了烟台最新发展情况，
宣讲了烟台市青年人才政策。“烟
台是青年人才就业的首选，烟台是
青年人才创业的热土，烟台是青年
人才工作生活的港湾。”姜瑞代表

烟台对青年人才发出诚挚邀请，期
待他们更多地了解烟台、关注烟
台、扎根烟台，在美丽的“仙境海
岸·鲜美烟台”，共享发展机遇、共
创美好未来。

“留在烟台·青春无忧”山东工
商学院专场招聘会上，156家用人
单位积极参与，招聘专业涵盖财
经、工程、机电、信息、旅游等各专
业，提供就业岗位 2800多个，接收
简历3500余份，1100余人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招聘现场气氛热烈、秩
序井然，企业所提供岗位恰当匹配
了学校现有专业，为毕业生高质量
就业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发
展平台。“我打算以后留在烟台发
展，看到这么多企业为我们毕业生
推出各种留烟鼓励政策，让我很憧
憬。”工业工程专业学生巩洪得说。

在招聘现场，还设置了青年
人才政策咨询区，市人社局相关
科室选派人员，在现场发放有关
宣传资料，围绕青年人才政策、就
业政策、创业政策等接受学生咨

询。专家组还为现场求职毕业生
提供求职指导、职业规划等职业
指导服务。“老师一席话为我拨开
了就业的迷雾，我要开始为自己
未来留在烟台更加努力了！”来自
广西省的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张海
豪还有一年毕业，但目前对就业
方向很迷茫，通过现场专家的就
业指导，他受益良多。

本报讯（YMG全媒体
记者 杨春娜）10月22日上
午 9:00-10:00，烟台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
记、局长姜瑞接听 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范
围为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行政职权范围内
且属于烟台 12345 政务服
务热线受理范围的各类诉

求，包括：社会保险（养老
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
险）、人才服务、就业创业、
劳动关系等领域内的政策
咨询、问题投诉。

接听电话情况将通过
“大小新闻”“烟台 12345”
微信公众号和“烟台 12345
热线”微信订阅号等网络
渠道对外公开。

本报讯（YMG全媒体
记者 赖皓阳）“您这个问
题我记下来了，下午会有
残联的同志跟您联系。”

“马上让街道上门落实一
下，反映属实立即处理。”

“接听完热线我立马去现
场，您手机保持畅通，我们
保持联系。”昨日上午，芝
罘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良
带领芝罘区住建局、自然
资源规划局等10余个部门
负责人来到 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接听并回答
市民来电。

芝罘区大东夼东街小
区居民王女士反映，购房
时承诺办理大产权市证，
但2007年交房后一直没有
办理出来，现在全市“办证
难”小区启动办证，自家房
屋何时能办理下来？“大东
夼东街小区的不动产证已
经在今年8月份办理完毕，
居民去找村委会领取即
可。”芝罘区自然资源规划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芝罘
区下曲家馨逸之福小区业
主反映，购房时合同写的
2019年 12月交房，可房子
现在也没盖好验收。“这个
小区的问题我了解，因资
金问题导致后期工程拖
延，请业主放心，这件事情
我会亲自督促，一定给你
们答复。”李良接完电话
后，现场与住建部门负责
人对接处理。

除了咨询，许多市民

还打来热线求助。芝罘区
龙海家园一位70岁老人来
电反映：“我今年45岁的儿
子上肢肢残，被评定为三
级残疾，找工作时许多能
胜任的岗位也被拒之门
外。希望政府能对残疾人
多一些扶持，如果找工作
确实困难，看能不能办理
低保。”李良详细询问了老
人儿子的情况，并告诉老
人下午会有街道和区残联
同志与她联系。“现在区里
面有许多残疾人保障和扶
持政策，让残联的同志给
您讲讲，顺便看看有没有
合适的岗位，也让街道同
志看看您儿子的条件符不
符合低保。”李良的答复让
老人连声道谢。

芝罘区金地浅山艺境
业主孙女士反映：小区西
门修路修了4个月，晚上10
时后仍在施工。小区东门
因为前些日子恶劣天气导
致山体滑坡，设了路障无
法通行，现在只剩正在修
路的西门开放，业主出行
十分困难。“小区一共两个
门，一个还有安全隐患被
拦死了，群众出门回家不
顺，心里有怨气，这就是我
们工作没做好，马上去现
场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
题。”接听电话结束后，李
良要求各部门把问题记录
好、落实好，群众事无小
事，每一件都要给市民一
个满意的答复。

今冬供暖点燃“第一把火”
市城管局热力公司启动烘炉工作，11月初具备供热运行条件

服务送进高校 人才留在烟台
烟台市启动“人才政策宣讲进校园”活动

芝罘区主要负责人昨日接听12345热线
群众事无小事 上午接话下午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明日上午接听12345热线

咨询：大额医疗救助金什么情况
下可以使用，个人如何办理使用？

答复：根据《烟台市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烟台市人民
政府令第138号）规定：在一个医疗
年度内，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超过基
本医疗保险统筹金最高支付限额
以上符合规定的部分（基本医疗保
险统筹金最高支付限额 25万元），
由大额医疗救助基金按 90%支付，
最高支付限额为 40万元。不需额
外办理手续，符合政策规定部分的
费用经系统将一单式直接结算。

咨询：孩子要转诊去烟台市外就
医，请问如何办理？

答复：参保人员需转诊到烟台
市行政区域以外治疗的，需向有转
诊资格的定点医院提出转诊申请，
由转出医院出具转诊意见，为患者
打印烟台市异地转诊登记备案
表，上传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备案。

未办理异地转诊手续的，可电
话联系医保中心备案，在全国联网
结算医院发生合规住院医疗费，个
人首先负担 40%，剩余部分按照参
保地三级医院报销政策结算。

特别提醒，在非全国联网结算
医院发生的医疗费，基本医疗保险
将不予支付。

咨询：哪些医院可以办理国家谈
判药品报销和审核手续？

答复：毓璜顶医院、烟台山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970医院、烟台市中医医院、烟台
海港医院、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
院、烟台芝罘医院、牟平区中医院、
福山区人民医院、蓬莱区人民医
院、蓬莱中医院等定点医院的责任
医师均可以对谈判药品评估审批，
审批后由医院医保部门备案登记
后用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

咨询：非烟台户籍居民如何办理
居民医保？

答复：非本市户籍居民在我市
参加居民医保需先办理居住证，再
线上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登记手续，
或持居住证到居住地镇街党群服
务中心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微信参保登记流程：关注“烟
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点
击“医保服务—我要办事—城乡居
民参保登记”。

居民医保缴费流程：关注“山
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点击“专题专
栏—社保费缴纳—实名认证—居
民医疗”。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
小娱 通讯员 衣宝萱

哪些医院可办国家谈判药品报销？

排列3第21279期中奖号码为：1、1、1。
排列5第21279期中奖号码为：1、1、1、1、4。
大乐透第21120期中奖号码为前区：05、10、21、25、31，后
区：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