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付春秘 记

者张宝林）日前，“城企联动普惠

养老专项行动”启动专题会议

在北京举行。作为首批6个试

点城市之一，秦皇岛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瑞书代表市政府与

北京燕达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据了解，此次城企联动普惠

养老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城市政府出台优

惠政策包，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包，金融机构贷款支持等方式，

多措并举降低企业建设运营成

本，集中解决城市养老服务“一

床难求”、护理床位短缺的问题，

推动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保

障花钱买得到，质量有保障，价

格可负担。通过专项行动，力争

到 2022 年，普惠养老床位数

量、服务质量、企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明显提升，企业成本和服

务价格明显下降，让更多老年

人受益，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张瑞书在发言中说,城企联

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养老、孝

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重要指示精神的科学务实举措，

更是秦皇岛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契

机。秦皇岛成为城企联动普惠

养老专项行动第一批签约城市，

既体现了国家部委和社会各界

对秦皇岛的关心关爱，又赋予了

秦皇岛推动普惠养老发展的重

要任务。

张瑞书表示,秦皇岛将倍加

珍惜这一机遇，加快普惠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

相关政策体系和推进机制，严

格落实城企联动普惠养老的各

项措施要求，以最优的服务、

最优的政策、最优的环境，为

养老机构和养老企业发展保

驾护航。

同时，以北戴河生命健康

产业创新示范区和国家康复辅

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建设

为载体，以生命健康和康复辅

具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养老事

业更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增

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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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宝林 通讯员何春雷）秦皇岛市医疗保

障局决定在2月25日至4月30日期间，以查处欺诈骗保

典型案件为重点，聚焦欺诈骗保行为，开展打击欺诈骗取

医疗保险基金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以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零售药店为主要检查对象，以全市定点医药机构执行相

关法律法规、遵守医疗服务协议约定，以及医疗保险管理

制度建立等方面为主要检查内容。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

将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法》《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

机构协议管理办法》等各项规定,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经认真调查核实,根据职责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无

理阻挠检查人员执行公务的,依法从严从重给予处罚处

理,同时邀请新闻媒体对其违法行为予以曝光,对情节特

别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李兴国）近日，工行秦皇岛分行针对报

警监控中心担负着警情处置、金库远程值守、视频巡查、安

全监督检查、外部欺诈风险分析、远程支持、应急支持、安

防设备检测、视频调阅支持等工作职能，组织开展值守人

员业务知识模拟考试，对值守工作总结分析查遗补漏，不

断促进值守人员履职能力、应急处置能力提升。

严肃纪律，常抓不懈。定期组织中心值班人员开展业

务技能考试，考试组织更加严密，考试纪律更加严格，考试

结果将与选人用人相结合，对连续3次考试达不到95分以

上的值班人员，将采取末位淘汰的办法予以劝退，推动全

体值班人员值守能力的提升，做到前端风险事件及早发

现，及时报警，及时处置，有效避免声誉风险事件。

工行秦皇岛分行

工行秦皇岛滨海支行

本报讯（通讯员张艳淑）今年，工行秦皇岛滨海支行

营业室根据岗位设置与劳动组合优化工作要求，建立兼

岗补位机制，网点运营高效平稳，实现运营质量提升、服

务效率提升、竞争能力提升的目标，营业室网点运营风险

分级由2018年初的“B”类提升至年末“A”类，被总行评

为“五星级”服务网点。客户满意度99.81%。

加强新岗位体系业务知识的培训。利用休班时间到

新的岗位上学习业务，为通岗做好业务知识、操作技能上

的准备。合理排班做到劳务组合的优化。实行上二休一

制，周一至周六均开3个高柜窗口；新岗位体系后高柜客

服经理4人，实行3人上二休一，1人弹性大班制，周一至

周五开3个高柜窗口；大堂岗位上的客服经理主要对本人

营销的且智能机上无法办理的非现金业务上低柜操作，既

营销产品又提升了客户的服务体验，体现了通岗的价值。

日前，秦皇岛成为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第一批签约城市，将加快普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以最优的服务、最优的政策、最优的环境，为养老机
构和养老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方地 关注

本报讯（记者张宝林 通讯

员武艺群 郭娜）2月26日，秦

皇岛市出台实施了《秦皇岛市

居住房屋出租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居住房屋出

租的，须持不动产权证书或者

其他权属证明、单位介绍信、居

民身份证、户口簿，到房屋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登记，到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委托的综合服

务管理机构备案，明确居住房

屋出租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承租人和出租人对居住

房屋的消防安全共同负责。明

确以下行为会受到处罚：出租

人未向公安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或者未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出

租房屋的；将房屋出租给无身

份证件的人居住的，或者不按

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身份证

件种类和号码的；电信、互联

网、金融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

者未按规定对客户身份进行查

验，或者对身份不明、拒绝身份

查验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为传

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

所、货源、保管、仓储等行为的。

2月25日，海港区碧海云天社区京美口腔志愿服

务队开展放学后职业体验活动，孩子们走进模拟诊

室，通过爱护牙齿小知识的讲解，让孩子们既重视牙

齿健康，又尊重牙医及更多人的辛勤工作。 张丽 摄

近日，抚宁区平房店村牛奎浴池供热系统改用生

物质专用锅炉，使用新型生物质颗粒燃料，配套布袋

除尘设备，运行良好，排放安全，环保有效。

邓燕滨 杨俊友 摄

本报讯（通讯员曹建雄）2

月27日，海港区海阳镇鲤泮庄

村平顺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韩顺敏正在整理新鲜

无公害蔬菜，开展无公害蔬菜

农超对接。

近年来，海港区联合农户

相继成立平顺蔬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并与市区超市建

立起“农超对接”，按照需求平

均每次可向超市提供新鲜无公

害的绿色蔬菜并由超市参照当

天农贸市场的价格，定期结账

发给农民，很多农户平均增收

约10万元，让农民在家门口就

取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秦皇岛市国资委产权管理

科科长张玉娥，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平凡

的岗位上谱写着精彩篇章，连续

12年评为优秀、荣获三等功4次。

精益求精践行“五到”

“工作中时时刻刻心想到、

脚走到、眼看到、手抓到、要求做

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本

职工作做起、从一点一滴的日常

具体事情做起，多走一公里、多

问几个为什么、多干一份活、多

说一句话。”张玉娥如是说。

工作中，张玉蛾从未忘记当

初的誓言“积极工作，奋斗终身”，

精益求精践行“五到”。2017年，

按照全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

求，市直部门所属企业全部脱钩，

由市国资委集中统一监管，这块

“硬骨头”落在了张玉娥的肩上。

接过任务的当晚，张玉娥

一夜没睡，理思路，谋方案，第

二天一早就把初步方案递给了

领导，马不停蹄开始实施。先

是对36个市直部门152户所属

企业进行调查摸底，深入研究市

属企业现状；继而向先进省市学

习取经，协调相关部门，听取各

方意见，规划集中统一监管方式

途径，谋划制订实施方案。

为使最终方案切实可行，张

玉娥常常绞尽脑汁，夜不能寐，

企业移交程序繁杂，问题重重，

她久久为功，各个击破。383天

的日夜鏖战，张玉娥出色地完成

任务，市属经营性国有企业实现

集中统一监管，秦皇岛市经营性

国有企业集中统一监管工作走

在全省前列。

无私奉献践行“四从”

作为一名业务科长，张玉娥

始终信守“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

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她身先士卒、率

先垂范，不计得失、不讲代价，从

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伴随着秦皇岛市国有资产

监管改革的深入，张玉娥一个人

承担了企业产权管理、国有企业

监事会两个科室的工作。业务

千头万绪，别人都下班了，她一个

人加班加点，白天工作没干完，把

材料带回家挑灯夜战。长期超负

荷的工作，常常大汗淋漓。

丈夫关心她说：“别干了，歇

歇吧，身体是自己的。”可张玉娥

却说：“每天走进办公室，面对一

大摊子事儿，我怎能等闲？”一生

对工作的执着，恪尽职守、诚心

为公的工作态度，让她又忘记了

疲劳，不顾一切地投入工作。张

玉娥常说，“我没有什么可图的，

只是把工作视为自己的艺术品，

欣赏自己，感动自己。”她就是这

样不断地前行，为自己所从事的

事业付出了满腔热忱，捧出了全

部真诚，践行着职责和使命。

工匠精神践行“四多”

作为一名企业国有产权管

理者，张玉娥深知维护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是使命、是天职，时刻

提醒自己不辜负这份使命，当好

国有资产“守护神”。

从国有资产法律法规和国

有资产监管政策入手，把握政

策，钻研业务，依法履职，依规办

事。工作中以法律法规为准绳，

张玉娥组织制定了监事会监督

检查制度15件，创建了秦皇岛

市国有企业监事会监督机制及

运行模式，健全完善了企业国有

产权转让、评估制度，确保企业

国有产权管理的规范运行。

企业产权管理专业性很强，

张玉娥带领团队一班人苦练内

功，在学懂弄通法规政策的基础

上，深入研究法规政策的适用性

和具体问题的可行性，做到有的

放矢、实处发力、见到实效。几

年来，工作中没有出现过任何违

规及不良影响，确保国有资产处

置合规、国有产权流转有序。没

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张

玉娥用一颗赤诚的心，默默无闻

地奉献着，用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的工作感动、影响、带动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

平凡岗位书写精彩篇章

昌黎县官方微信海港区官方微信 冰糖峪景区微信开发区官方资讯

秦皇岛试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

秦皇岛开展打击欺诈骗取
医疗保险基金专项检查

提升报警监控中心履职能力

优化岗位设置提高竞争力

近 日 ，海 港

区新闻里社区联

合辖区企业开展

“呵护花朵爱心

行动——春风送

暖”活动，组织社

区孩子们学做比

萨，并把亲手做

好的“爱心比萨”

送给社区高龄党

员、空巢老人和

困难老人，让他

们感受到来自社

区孩子们的关爱

和温暖。

夏媛 摄

电力足了 日子火了
“有了电力做保障，草莓长

得又红又大，我们的日子也像草

莓，越来越甜了！”2月20日，在

昌黎县安山镇陆庄村草莓种植

基地，村民张春红高兴地说。

2015年，脑子活络的张春

红弃商从农，利用村里闲置土

地，建起一个草莓设施大棚，当

年就赚了3000多元。初尝甜头

的她逐年扩大种植规模，由最初

的1亩地发展至近6亩地，一年

赚了4万余元。这是陆庄村种

植草莓走上致富路的一个缩影。

过去，随着陆庄建大棚种植

户越来越多，大棚内用电紧张，

供电“卡脖子”问题日益突出，草

莓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得不

到保证，影响了草莓品质，有时

贱卖都无人问津。为让老百姓

致富路上用电无忧，昌黎县供电

公司第一时间新增一台容量

100千伏安的变压器，改造0.4

千伏低压线路520米，彻底解决

了村子的用电难题。

眼下，正值草莓销售旺季，

昌黎县安山镇供电所的服务也

越来越贴心。自该县供电公司

实施台区经理制以来，不仅对涉

农供电设施进行“拉网式”隐患

排查及检修维护，还主动上门为

用户设备开展定期“体检”，义务

维修用电设施，宣传安全用电知

识，坚持“首问负责制”和“一站

式服务制”，现场受理农户用电

业务申请及政策咨询，有效解决

了百姓用电难题，成为果农“心

上人”。

如今，走进陆庄村，一个个

草莓大棚星罗棋布，一片欣欣向

荣的景象。大棚内卷帘机、照明

设备、电采暖设备一应俱全，机

井通电后，家家棚内都有自来

水，实现了24小时喷灌。电足

了，水量大，棚里也暖和，草莓长

得粒大、色泽鲜红、口感很甜，成

熟期也缩短了，净利润很可观。

截至目前，陆庄村设施草莓

种植户发展至120余户，设施蔬

菜大棚面积达300余亩，草莓也

走上有机蔬果的新路子，每个大

棚平均年收益近3万元，村民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秦皇岛出台《居住
房屋出租管理办法》

——记秦皇岛市国资委产权管理科科长张玉娥
□通讯员 薛飞 记者 张宝林

□通讯员 张媛 李冀侠

港城60名学生一对一帮扶山里娃
本报讯(通讯员唐代清）结

成帮扶对子，一对一交流，并送

去学习用具。日前，由秦皇岛

市第一中学60名学生组成的社

会实践小分队在河北科技师范

学院驻村工作组的组织下，来

到青龙满族自治县陈台子村，

开展一场以“慰问贫困家庭 情

暖山区学子”为主题的社会实

践活动。

活动中，河北科技师范学

院驻村第一书记王伟介绍了陈

台子村的村情、村貌、资源特

点，并表示，谋划组织这次活动

主要是为响应扶贫扶“智、志”

战略方针，充分调动陈台子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质性地促进教育扶贫。“这

次社会实践让参加活动的学生

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贫困乡村的

现状和贫困乡村孩子们的生活

学习情况，促进他们扩展视

野，提高综合素质，进一步增

强了他们的责任意识。”秦皇岛

市第一中学家长委员会主任王

建猛说。

“我们一定向大哥哥大姐姐

们学习，树立远大志向，克服暂

时困难，用知识改变命运！将来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更

多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陈台

子村张学生说。

海港区无公害蔬菜
实现农超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