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030-5680

驼 奶 被 称 为
“沙漠中的液体软
白金”，特别适合中
老年人饮用。骆驼
奶对许多人来说较
为陌生，但在不少
地区已被视为一种
优质的营养品。驼
奶粉营养丰富，口

感好，有利于肠胃吸收，建议中老年人长
期饮用驼奶。

今天两大罐真正的骆驼奶粉给您体
验，不是市面上的固体饮料、营养粉、蛋

白粉，真正的骆驼奶含有丰富的营养物
质。每天一杯驼奶增强体质，厂家为了
让中老年人了解驼奶粉，标价398元1罐
的配方驼奶粉，今天可以领取两大罐体
验，邮费自理。

公司特别声明
1.每人限 1份，每份 2罐。（每罐重

100克）。
2.活动只限前 200个名额，送完为

止。

好驼好奶滴滴精纯来电申领

配方驼奶惠民活动开启好消息

申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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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如何申请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答复：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均可申请
办理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转出地和
转入地经办机构均已上线全国统一的医
保信息平台，且开通转移接续业务线上办
理渠道的，申请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网址：https://fuwu.nhsa.gov.cn)首页
下方的地方网厅入口提交申请，也可在
转入地或转出地经办机构窗口申请。有
单位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由单位为
其申请办理转移接续，灵活就业人员及
居民等参保人员由个人申请办理。

咨询：如何办理医保个人账户结清？
答复：参保人员调离烟台市行政

区域、死亡、出国定居，可办理个人账
户结清手续。符合条件的参保人或代
办人可通过“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
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烟台医保”或到
属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

微信公众号：通过“微医保-医保
服务-掌办业务-个人账户专区-个人
账户一次性支付”功能办理；微信小程
序通过“医疗结算”办理。

咨询：如何识别定点医疗机构和定
点零售药店？

答复：定点医疗机构是指医疗保
障经办机构评估、认定，并与其签订服
务协议，为参保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

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是指医疗保
障经办机构评估、认定，并与其签订服
务协议，为参保人员提供购药服务的
零售药店。识别方法有两种，一是通
过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微信
公众号进行查询；二是现场通过是否
设立医保宣传栏（宣传医保政策、医保
结算流程等内容）、是否有医保结算窗
口、是否可使用医保卡进行医保结算、
有住院业务的是否设立医保科室等途
径进行识别。

咨询：请问医保电子凭证有哪些功能？
答复：医保电子凭证是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自动生成的个人身份识别码，具有方
便快捷、应用广泛、异地通用、安全可靠等
特点。定点医院看病，用于门诊或住院
挂号、缴费、报销；定点药店购药，出示
手机上的医保码轻松一刷即可消费；
医保个人账户查询，掌握个人账户每
一笔资金的明细；办理医保业务，标准
统一，全国跨区域互认，办理参保缴
费、异地就医、关系转移接续等医保业
务全国通行。 张孙小娱 衣宝萱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苹）日
前，烟台市市直教育系统 2022年公开招
聘医疗类工作人员笔试相关事宜公布，医
疗类岗位笔试时间为 2022年 7月 3日上
午 9:00-11:00。医疗类岗位笔试考一科，
内容包括卫生法律法规和医药卫生专业
基础知识两部分，分别占整个试题分数的
30％和70％，医药卫生专业基础知识部分
按医疗类命题。

考生须本人于 2022年 6月 28日至 30
日工作时间凭身份证原件到烟台市教育
局302房间领取准考证。如因疫情防控等
因素难以领取的，请提前报烟台市教育
局。为确保顺利参考，建议考生考前14天
内非必要不离开烟台市。尚在外地（省外、
省内其他市）的考生应主动了解我市疫情
防控相关要求，按规定提前抵达，以免耽误
考试。考生每日自觉进行体温测量、健康
状况监测，考前主动减少外出、不必要的聚
集和人员接触，确保考试时身体状况良好。

省内考生防疫要求上，本市考生须持
有考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省
内跨市参加考试的考生，须提供启程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抵达烟台
市后考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对省外入烟返烟参加考试的考生，抵达烟
台市后须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参加考
试时须提供规定次数的全部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考生，不得参加
考试：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
接；考前 14天内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
愈且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有中高
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
地区不满 14天者；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
未满21天者。

笔试当天，考生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
（未超过 37.3℃），携带准考证、有效居民
身份证、符合规定要求和数量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纸质版)、2022年烟台市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考生健康承诺
书（考生用），扫描考点场所码，出示山东
省电子健康通行码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绿卡，方可参加考试。未携带的不得入
场。因考前防疫检查需要，请考生预留充
足入场时间，建议至少提前1小时到达考
点，以免影响考试。考生参加考试时应自
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除接受身份核验时按要求摘下口罩外，进
出考点以及考试期间应全程佩戴口罩。

市直教育系统公开招聘医疗类人员
6月28日领准考证，7月3日考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通讯员 于淼 王瑞亭 摄影报道）6月 18
日，在莱阳市关工委、文明办、民政局、团市
委、妇联、残联、工商联、教体局、卫健局、红
十字会等部门大力支持下，烟台手牵手孤
困儿童志愿者服务中心莱阳团队成立。

“敢担当愿付出，是每一位志愿者具备
的优良品质，我们要对孩子进行‘扶心、扶
志、扶技’，引领孩子立下人生志向，成就孩
子的精彩未来。”烟台手牵手莱阳团队团长
姜华介绍，团队将不断学习传统文化，弘扬
志愿者精神，帮扶孤困儿童，促进社会和谐。

据了解，烟台手牵手莱阳团队现有志愿
者近300人，根据2021年烟台市文明办、关
工委、民政局等8个部门联合下发对困境儿

童开展手牵手圆梦行动的文件精神，对莱阳
200多名孤困儿童进行了摸排。摸排后，对
25名重点孤困儿童进行帮扶，包括学习用
品、生活用品和营养品、衣服等，价值2万余
元，并组织了“六一”微心愿等有利于提高孤
困儿童自信和身心健康成长的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莉 朱丽君 摄影
报道）为了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蓬莱区南王街道半岛蓝庭社区以“增
添欢乐、提升幸福感、营造幸福家园”为宗
旨，联合蓬莱区老年大学，自 2020年开始
在社区开办老年大学。日前，在众多社区
居民的期待中，蓬莱区南王街道半岛蓝庭
社区老年大学 2022学年正式开班。此次
开班在原有太极拳、锣鼓队、绘画班、乒乓
球班的基础上，新设书法班和瑜伽班两个
特色兴趣课程，让社区老人足不出户就能
学习知识、分享快乐，真正实现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据了解，半岛蓝庭社区党委对“社区
书法班”做了开班动员，并请蓬莱区老
年大学书法班老师方继愉为大家授课。
课堂上老师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教学方
案，并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员们对
书法有了深入的了解。学员们都非常专
注，认真做笔记，享受着书法课带来的乐

趣。开设瑜伽培训班前期，社区通过摸
底调查，根据居民的兴趣爱好，为辖区瑜
伽爱好者量身打造了零基础培训班。授
课老师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式亲切，深
受学员欢迎。

下一步该社区将积极营造和谐、友爱
的学习环境，确保每个兴趣班的规范化和
科学化，让大家通过这个平台更好地学
习，让老年人的生活充满阳光，共建和谐、
文明、美好、幸福的新社区。

南王街道半岛蓝庭社区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医保电子凭证有哪些功能？

烟台手牵手孤困儿童志愿者服务中心莱阳团队成立
对25名重点孤困儿童帮扶物资2万余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在能源结构转型及对海洋综合开发利用
的现实需求下，海上风电和光伏发电正成
为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的“蓝色动力”。山
东省能源局近日公布了山东 2022年度桩
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项目竞争配置项目投
资企业中标情况。根据招标文件，山东省
2022年度海上光伏项目包括 10个海上光
伏场址，总装机 1125万千瓦，建设地点主
要位于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
等地区临近海域。项目开工时间及规模分
别为 2022年 3.8GW、2023年 4.7GW、2024
年2.75GW，2022年并网规模为1.9GW，剩
余项目分别在2023-2025年并网。

10个海上光伏场址，烟台占据 3个，

分别是莱州、招远和海阳，所涉及的海域
深度在 1米-8米之间，装机容量分别在
100万千瓦、40万千瓦和 270万千瓦，总装
机容量 410万千瓦，占全省 36.44%。其中
莱州100万千瓦的海上光伏场计划由中国
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牵头，隆基绿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和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于
今年至明年完工，明年和后年并网发电。
招远的 40万千瓦海上光伏场将由中国广
核集团有限公司于今年开工并完成并
网。海阳270万千瓦的海上光伏场为全省
最大，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牵
头，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50万千
瓦、100万千瓦和 120万千瓦分 3年完成，
分别于次年并网发电。

莱州招远海阳建海上光伏场
总装机容量410万千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春
康 通讯员 朱超 臧永豪 摄影报道）
连日来不断飙升的气温，给边检民警
带来不小的“烤”验。在烈日下的国门
一线，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烟台
机场边检站民警全力保障出入境通关
顺畅，确保口岸安全稳定。

21日中午12：40，韩亚OZ307次货
机抵达烟台机场口岸。在地面超40℃
的停机坪上，执勤民警身着厚重的防护
服对出入境货机进行查验。进入到封
闭的货舱，不出几分钟民警便暴汗如
雨，防护镜上满是雾气。而民警需要在
这样的条件下连续执勤4个小时。

高温“烤”验 驻守国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