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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伟伟 通讯员 李娜 报道）春节来
临，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农业
农村、海洋发展渔业部门开展了
一轮“铁拳执法 食安滨州”食品药
品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旨在
更有效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源头追
溯，更精准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
法犯罪行为，守牢食品药品安全
红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以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餐饮单位等为重点场
所，抽样覆盖全市各县
（市、区）不同区域

专项抽检是发现食品风险和隐
患的重要手段、关键环节。此次检
查突出“抽检检测+监管执法”联动，
以节日消费量大的畜禽肉及其制
品、蔬菜、鸡蛋和各类餐饮食品为重
点品种，以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
饮单位等为重点场所，抽样覆盖全
市各县（市、区）不同区域。

抽样过程中，执法人员现场检
查被抽样单位经营资质和进销货记
录，制作现场笔录。抽检完成后，及
时向社会公示检测结果；对抽检不
合格食品采取下架、召回、封存等风
险防控措施，并按照“四个最严”的
要求依法依规查处。

截至目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
食品专项抽检1019批次，抽检项目
涉及食品添加剂、真菌毒素、农残、
兽残、禁用物质等，不合格产品涉及
食用农产品、肉制品、餐饮食品3大
类，问题发现率为3.17%。

推进药店疫情防控
“雷霆行动”，严把药品安
全各个关口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省药监局区
域检查第三分局召开药店零售连锁
总部疫情防控集体约谈会，并坚持
市、县、乡联动，推进药店疫情防控

“雷霆行动”，摸清全市药店底数，做
好约谈台账，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
店。督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全面排查，严格防控，发挥好药
店“哨点”作用。督促利用滨州市疫
情防控药品追溯系统，严格执行“四
类药品”购药实名登记和报告、“应
检尽检”、发热病人“早报告”等制
度，严格落实购药人戴口罩、测体
温、亮健康码三项基本防控措施，纳
入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
戒。对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的

药店和企业，予以停业整顿。
截至目前，我市在全省率先全

覆盖完成1532家药店的约谈工作，
检查药店1465家，停业整改31家并
予以曝光；全市1532家药店系统内
登记购买人数约125万，购买记录
710 余万条；全市药店工作人员
3100余人按要求执行核酸检测“应
检尽检”制度。

快速侦查、快速立案、
快速处置，持续保持执法
办案高压态势

市市场监管局坚持露头就打，
实行市县两级上下联动、集中执法、
协同作战，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群
众的投诉举报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做
到快速侦查、快速立案、快速处置，持
续保持执法办案的高压态势。

该局强化进口冷链食品安全监

管，严格落实提前24小时报备、集中
消毒检测、“三专”管理等防控措施，
严查重处违反疫情防控政策“八不”
行为，杜绝“体外循环”。先后联合
开展了系列集中执法行动，联合对
滨城区六街农贸市场进行执法检
查，重点检查肉类及其制品、水产
品、蔬菜等商品，对存在的一般问题
责令立即整改；对符合立案条件的，
按照部门职责分工，依法予以查
处。联合对南杨大集现场宰杀活牛、
活驴、活羊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现场
抽样并送检验检测部门进行检验。
截至目前，全市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8145家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452家次，市场监管部门查处食品
生产经营违法案件99件；公安部门立
案查处11件，控制涉案人员18人，

“铁拳执法 食安滨州”专项行动正在
积极推进中。

滨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铁拳执法”保安全“食安滨州”过佳节

滨州医保推出春节期间8项便民措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通讯员 安宁 报道）日前，记者从
市医保局获悉，为确保春节期间参保
群众正常看病就医和办理医保业务，
市医保局推出8项便民措施，为参保
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经办服务。

省内就医免备案，跨省就医自
助办。自2022年1月1日起，山东
参保群众省内就医，取消备案手
续。我市的参保人在山东省内任何
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无需办理
转诊备案，即可享受住院、门诊慢特
病、普通门诊直接联网结算；需要到
省外就医的参保人，可使用手机安
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自助
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自助备案
实行承诺制，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免
审批、零等待、即申即享。

职工个人账户全省通行、跨省
使用。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任
何一家“一卡通行”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药店购药，使用医保卡或医保
电子凭证，可实现个人账户直接支

付；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后，可在
开通个人账户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
医疗机构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门
诊医疗费用。

医药机构全国联网，在滨就医
直接结算。全市开通跨省、省内异
地住院直接结算定点医院169家、
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院 110
家、省内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定点
医院25家、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

“一卡通行”定点医药机构1421家、
个人账户跨省直接结算定点药店
121家，为外地来滨参保人员提供医
保直接结算服务。如有需要，请直
接登录个人电子医保凭证或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查询。

自助选择参保地，中断参保掌
上办。根据国家医保政策规定，参
保人应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个地
区、一个险种参保。在滨州及外地
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可登
录“滨州医保”微信公众号，选择“参
保地选择”项目，确定并选择参保

地。我市参保人员如需办理中断参
保手续，可登录“滨州医保”微信公
众号”，根据参保类别自行办理中断
参保手续。

医保个人信息变更、医保关系
转移实现掌上办。参保人因家庭住
址、联系电话等发生变化的，可登录

“滨州医保”微信公众号，选择“个人
基本医保信息修改”项目，修改个人
医保信息。需办理医保关系跨市转
移接续的，可通过“滨州医保”微信
公众号，选择“基本医疗保险转移转
入申请”或“基本医疗保险转移转出
申请”项目，提出关系转移申请，医
保经办机构在规定时限内为其办理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门诊慢病待遇出院即办，慢病
购药长处方全市通。本地参保人在
我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就诊的，病
情达到门诊慢病标准的，可在医院
申请直接办理，出院即可享受待
遇。慢病患者可在市内任一家慢特
病定点机构购买慢病用药，现场报

销。对于用药方案稳定的患者，购
药量最长可放宽到12周。

参保职工个人账户购买药品，
网上购药送药上门。职工医保参保
人员使用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
购药的，可通过支付宝平台，搜索

“医保买药”，选择“医保买药——滨
州市”，选择带有医保标识的药店，
可以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购药结
算，实现送药上门。滨城区、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沾化区、博
兴县已开通“网上购药送药上门服
务”，其他县市区正在陆续开通中。

春节期间专人值班，医保服务
不打烊。春节期间，市县两级医保部
门安排专人值班，24小时帮助参保群
众解疑答惑。市医保局值班电话
2212001。县（市、区）医保值班电话：
滨城区8338225，沾化区7057608，无
棣县6327995，阳信县8212857，惠民
县8197031，邹平市4290317，博兴县
2399052，开发区 3188123，高新区
3160050，北海新区8177739。

全国总工会确定20家全国提升职工生
活品质试点单位

滨州职工服务中心
作为全省唯一单位入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林忠 通讯员 李花英 左丽华
报道）2021年年底，全国总工会
党组研究确定20家职工服务中
心为全国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
点单位，滨州市职工服务中心作
为全省唯一单位入围。

2021年以来，市总工会想职
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不断
探索创新，围绕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特点，打出服务“组合拳”，
开展“立体式”关怀。

高效完成一项工程。按照年
初工作计划，对职工服务中心进
行规范提升工程，预算资金350
万元，对办公条件、场地设施进行
装修改造，购置更换硬件设备，职
工服务中心大厅升级提档，职工
心理关爱中心建设高效完成。

成功组织一项活动。成功举
办“健康中国·职工心理关爱滨州
行”系列活动。其间，邀请10余
名国内知名专家巡讲授课，来自
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心理工作者
参加活动。职工心理关爱“滨州
慧心赋能模式”通过专家组鉴定，
建议在全国工会系统推广；职工
心理关爱中心列入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并被命名为“全国职工
心理关爱示范基地”。

创新实施一项改革。职工
互助医疗报销纳入全市医保“一
单式结算”体系，滨州在全国率
先实行职工医疗互助报销一单
式结算，实现“零跑腿”。

精心办好一份月报。服务
中心每月编辑一份工作月报，将
服务中心日常工作、特色亮点总
结积累，月报以电子版、公众号
的形式推广，成为对各级工会和
广大职工宣传政策、推送服务内

容的工作手段。
探索开展两项体检。制作

下发了“法治体检工作手册”和
“心理体检工作手册”，全年共组
织50多家单位开展了工会法律
监督自查工作并形成自查报告，
职工服务中心联合第三方分别
对华纺股份、滨州城建集团、双
峰石墨、鑫辉毛纺、滨州联通公
司和滨印集团等6家单位开展

“法治体检”，对市公安局、市消
防救援队、渤海活塞3家单位开
展“心理体检”，均形成报告。

扎实做好五项工作。整合
帮扶救助、法律服务、心理关爱、
就业创业、医疗互助等功能，高
质量打造“五位一体”职工服务
中心。在帮扶救助方面，开展困
难职工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助
学救助和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
根据困难职工提报情况已全部完
成救助资金发放工作，帮扶救助
困难职工81人，发放救助资金
163.64万元。建设完成28家户
外劳动者驿站，为全市2万余名
户外劳动者提供服务20余万次，
成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二批
10件实事之一，群众满意度评价
列第一。在法律服务方面，
12351职工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总
计受理案件60件次、信访咨询40
件次，法律宣传5场，调解案件99
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43.43万
元。劳动争议仲裁庭开庭办理案
件113起，涉案价值721.5万元，
其中一个被评为全省10大典型
案例。在就业培训方面，与6家
职工（农民工）培训基地签订职工
就业培训合作协议，共培训职工
14611人。在心理关爱方面，职
工心理关爱中心共接待来访单位
104家、服务职工3199人，出具
心理检测报告2356份，开展职工
团体心理关爱活动105场，心理
公益巡讲47场，参与职工约4400
余人。在医疗互助方面，入会单位
1820个，入会职工177250人，累
计为 12.56 万人次报销互助金
1.12亿元。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和
二次救助活动，为351人发放二次
救助金70.2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索笑笑 刘雨 报
道）虎头帽、虎头鞋、虎故事，手
工、游戏、故事……近日，市图书
馆举行的《戴上虎头帽，虎年趣
话虎》课堂吸引了众多少年儿童
参与。该活动是市图书馆“我们
的节日·春节”少年Pi图书馆计
划的一部分。

现场，主讲教师与小读者亲
切互动，以问答、游戏等方式激
发起孩子们对虎文化的兴趣。
接着，老师通过一段小故事介绍
了虎年的由来以及虎头帽、虎头
鞋等吉祥符号的含义，讲解了新
年办年货、祭灶等习俗。之后，在
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纷纷制作
起虎头帽，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市图书馆“虎文化”课堂
受少儿热捧

▲推进药店疫情防控“雷霆行动”。

◀加强农贸市场食品安全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2022年度廉洁征兵工作，健全廉洁征兵监督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征兵环境，现将廉洁征兵监督举报渠道公示如下：

廉洁征兵公告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过去的一年是

多党合作事业取得丰硕成果的
一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聚焦中心工作履职尽责，积
极建言献策，凝聚智慧力量。为
期5年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圆满
结束，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
督工作再启新程。民主党派巩
固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成果，多
党合作事业稳中有进。全国工
商联推进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
念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促进
共同富裕，“万企帮万村”行动圆
满收官，“万企兴万村”行动成功
启动。

习近平强调，今年将召开中
共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各方面工作
都要围绕迎接二十大、开好二十
大、贯彻二十大精神来谋划和开
展。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
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要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深入调查研究，积
极建言献策，提高政党协商实
效。要深入做好思想引导工作，
引导广大成员明辨是非、站稳立
场，凝聚和传递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今年各民主党

派和工商联要完成中央和省级
组织的换届。要深化政治交接，
巩固政治共识，把与党同心、爱
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
多党合作优良传统赓续下来，把
老一辈的政治信念、高尚风范和
同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传承
下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要坚持
正确用人导向，严把人选政治
关、廉洁关，突出考察人选的理
想信念、政治品格、道德修养，确
保选出的同志真正靠得住、敢担
当、能服众。

习近平强调，各民主党派要
紧扣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
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
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用
自身建设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
的新面貌。要增强思想政治建
设的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不
断巩固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
治基础。要健全制度体系，及时
将实践中好的经验做法转化为
制度规范。要深化理论研究，认
真总结参政党建设经验，把握
参政党建设规律。全国工商联
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所
属商会改革发展，着力提升服
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工作
质量和效能。

丁薛祥、尤权，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
共迎新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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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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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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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姓名

李文进

孙宁宁

鹿永顺

孙志强

周俊芳

李文星

刘洪波

魏素香

潘妍君

杨 堃

任海霞

苗海燕

李文星

李爱友

孙爱民

张建华

张保文

贾兆军

张俊家

鹿永顺

郭修山

怀 建

刘卫东

李兴耘

尚修国

董风贵

张松

张建忠

魏洪升

王仁宏

谷洪根

刘青田

王海涛

张建春

郭香

李海勇

鞠培青

苏银东

魏 兵

李振伟

马光俭

刘洪明

薛红光

聘请单位

滨州市征兵办

滨州市征兵办

滨州市征兵办

滨州市征兵办

滨州市征兵办

滨州市征兵办

滨州市征兵办

滨城区征兵办

滨城区征兵办

滨城区征兵办

滨城区征兵办

滨城区征兵办

沾化区征兵办

沾化区征兵办

沾化区征兵办

沾化区征兵办

沾化区征兵办

邹平市征兵办

邹平市征兵办

邹平市征兵办

邹平市征兵办

邹平市征兵办

邹平市征兵办

惠民县征兵办

惠民县征兵办

惠民县征兵办

惠民县征兵办

惠民县征兵办

阳信县征兵办

阳信县征兵办

阳信县征兵办

阳信县征兵办

阳信县征兵办

无棣县征兵办

无棣县征兵办

无棣县征兵办

无棣县征兵办

无棣县征兵办

博兴县征兵办

博兴县征兵办

博兴县征兵办

博兴县征兵办

博兴县征兵办

联系电话

13505438918

18769611080

13963071844

19854357151

15666215796

13563062281

18364989234

13754659909

19954326300

15854372601

13011799277

13561555662

13346283291

18854322590

15054301929

13605432699

13954322456

18905431837

13561511060

13963071844

13181002286

15865423330

13854311212

18054354990

13954372175

13963090779

18464280907

13061021473

13805435169

13705435938

18006386811

15563005222

13792255177

18054399100

13176423377

13805433559

13561593718

15169930076

13805436648

13563076838

13626490998

13589414567

15314376678

单 位

滨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滨城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沾化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邹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惠民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阳信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无棣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博兴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咨询电话

0543-3175315

0543-3353506

0543-7811153

0543-4890978

0543-5321301

0543-8230090

0543-6337759

0543-2311809

举报电话

0543-3175315

0543-3364154

0543-7811189

0543-4320232

0543-5321702

0543-8230017

0543-6328632

0543-2321165

举报邮箱

15505434788@sina.cn

bcwzbzgk@163.com

fufengwei1975@163.com

nn8811@163.com

dx13854357460@163.com

yxxzbbgs@163.com

8-888@163.com

bxzbljjd@163.com

单 位

山东省军区纪委

滨州军分区纪委

滨城区人武部纪委

沾化区人武部纪委

邹平市人武部纪委

惠民县人武部纪委

阳信县人武部纪委

无棣县人武部纪委

博兴县人武部纪委

举报电话

座机号码

0531-51627517

0543-3175400

0543-3364154

0543-7811189

0543-4320232

0543-5321702

0543-8230082

0543-6328632

0543-2321165

手机号码

15254311677

18265433188

13963079677

13706374243

13854357460

13605435191

15169930076

18654329975

举报信箱

通信地址

济南市经十路7777号

滨州市长江二路969号

滨州市渤海八路535号

滨州市沾化区府东街1号

邹平市黄山街道鹤伴一路991号

惠民县惠归路77号

阳信县幸福三路401号

无棣县海丰十七路75号

博兴县博城五路339号

邮编

250099

256600

256600

256800

256200

251700

251800

251900

256500

廉洁征兵监督员名单山东省军区纪委、滨州军分区纪委、各县（市、区）人武部纪委
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及通信地址

滨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廉洁征兵咨询举报电话、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