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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9 日，濉溪县
四铺镇首届“西瓜文化节”在颜
道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隆重
开幕。

为充分发挥四铺镇西瓜品
牌优势和资源优势，做大、做强
四铺西瓜品牌，全面展示、推介
和宣传四铺，提高知名度，四铺
镇政府精心策划了首届西瓜文
化节。此次活动以“以瓜为媒
创新发展”为主题，包括西瓜采
摘、文艺演出、吃瓜比赛等一系
列专题活动和展览展示，让市民
游客切身感受西瓜带来的乐趣。
活动现场妙趣横生，种瓜能手表
彰、优秀西瓜经纪人表彰、吃西
瓜比赛、瓜王拍卖等以“瓜”为主
题的活动轮番上演，为大家送上
一道“瓜”的盛宴，游客们乐在其
中，欢声笑语不断。开幕式还穿
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而在另
一边的展览展示区，来自四铺当
地的面塑、糖人艺人纷纷亮出绝
活，令游客们大开眼界。

据了解，四铺镇颜道口村土
壤为沙土地，从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该村在西瓜种植上下大功
夫，利用间作套种技术，采取小
麦预留行方式种植西瓜和蔬菜、
棉花、豆角等经济作物。西瓜种
植面积也从开始的几十亩增加
到现在的万余亩，经济效益明显
增加，亩收入比纯粮食作物多千
余元。2006年，村里调整种植结
构，成立西瓜协会和西瓜种植专
业合作社，注册了“隋圆蜜”商
标，在全村及周边推广“小麦+
西瓜+蔬菜”套种模式，提高了
土地复种指数和土地产出率，品
牌效应很快显现，并获得国家、
省无公害食品认证。目前，四铺
镇以颜道口村为中心已形成3.6
万亩的西瓜套种基地，带动当地
及周边近万名村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我镇始终坚持党建
引领，通过整合资源，打响特色农
业品牌，助力脱贫攻坚。下一步，
镇里将依托西瓜、花卉资源，持续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更多的游
客领略四铺的魅力和风采，今年
10月份，我们还将举办首届菊花
节活动，四铺镇诚恳地邀请各界
朋友前来参观游玩。”四铺镇党委
书记丁晓莉表示。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医
疗保障局获悉，我市为实现

“不见面”“零跑腿”的便捷备
案服务，进一步拓展异地就
医线上备案服务渠道,参保人

可在网上办理跨省异地就医
备案,备案成功后,参保人员
即可实现跨省就医住院直接
结算。

据悉，我市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范围对象包括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
驻异地工作人员和异地转诊人

员。参保人员若想跨省就医住
院直接结算,先要按参保地医
保的要求备案。目前,我市办
理跨省异地就医线上备案共有
五种渠道，分别是“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与“皖事通”APP、微信
小程序“国家异地就医备案”、
微信公众号“淮北医疗保障”、

登录网站安徽政务服务网—淮
北分厅。参保人员可选择其中
一种方式,按照提示自助办理
备案。

同时，国家医保局为参保
人提供了网站查询服务，若需
了解全国医保经办机构咨询
电话、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

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开通和定
点医药机构联网信息、跨省异
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
点地区信息、异地就医备案记
录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费用
等信息均可通过登录国家医
保 服 务 平 台 fuwu.nhsa.gov.cn
进行查询。

本报讯 7月15日，记者获
悉，自7月初起至12月底，市市
场监管局在全市开展瓶装液化
石油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旨在深入
排查治理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
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坚决防范
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重点检查
充装单位是否持续满足许可条
件要求、充装工作是否符合安
全技术规范要求、充装记录是
否齐全规范、气瓶信息化系统
是否有效使用，各项安全管理
制度是否严格落实等。

在检验环节，重点检查检
验单位是否建立相关制度，检
验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存
在非法改装气瓶、翻新气瓶，或

者擅自销售报废气瓶等违法行
为；是否冒用其他检验机构名
称进行检验。在餐饮环节，积
极配合商务部门开展安全宣传
和管理，提醒餐饮经营单位使
用合法来源的瓶装液化石油
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
灶具。

专项整治期间，市市场监
管部门将开展液化石油气质量
和家用灶具等的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抽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
公布。同期，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还将打击充装超期未检气
瓶、过期报废气瓶、无资质充装
二甲醚、擅自在民用液化石油
气中掺混二甲醚、充气过程中
缺斤少量等违法行为，确保企
业和群众用上“放心气 安全
气”。

本报讯 7月16日，濉溪县
医院PICC护理专科门诊开诊，
进一步满足 PICC 患者置管及
置管后延续护理服务的需求。

PICC，即经外周静脉置入
中心静脉导管。该导管主要为
患者提供中长期的静脉输液治
疗，能极大地减少反复静脉穿
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开诊当
日由肿瘤一科护士长陈秀芹坐
诊。

随着医院医疗技术的不断
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多的患者
长期留置PICC导管，但患者在
病房行PICC置管出院后，导管

的维护成了带管患者的难题。
为此，该院PICC专科护理门诊
应运而生，主要承担 PICC 置
管、PICC 导管维护、PICC 导管
拔除、PICC导管并发症处理、输
液港维护、导管健康教育及咨
询，将最大程度发挥护士在专
科护理领域的专业优势，深化
优质护理内涵，为患者提供安
全、舒适、高质量的服务。

PICC门诊作为一种高级护
理实践模式，拓展了“住院—门
诊—院内—家庭”的连续服务，
最大程度上满足就诊患者及其
家庭的健康服务需求，极大方便
了病人，同时也标志着医院护理
技术逐渐走向专科化、规范化。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中国
人寿财险淮北市中心支公司获
悉，作为驻淮中管金融企业，该
公司结合地方特点联合濉溪县
财政局、农水局和扶贫开发局
共同探索开发出蔬菜大棚扶贫
专属保险产品，助力我市打赢
脱贫攻坚战。

记者了解到，中国人寿财
险淮北市中心支公司降低承保
条件，每亩提供风险保障 4200
元，保费 210 元。其中“政府扶
贫资金建设大棚”，保费由政府
承担 80%，农户承担 10%，公司
托底 10%；“贫困户出资自建大
棚”，保费政府承担80%，公司托
底20%。

连日来，为快速全面落实
扶贫保险政策，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公司成立三个专项工作小
组，工作人员放弃节假日和周
末休息时间，克服酷暑和大雨
等恶劣天气，仅用 20 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濉溪县10个乡镇的蔬
菜大棚扶贫专属保险产品的宣
传、验标和承保等相关保险服
务工作。

“未来，该公司还将从产业
扶贫、保费扶贫、产品扶贫三方
面入手，助推保险精准扶贫。”
中国人寿财险淮北市中心支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任汉卿表
示，公司具有产业优势、技能优
势和人才优势，将在助力脱贫
攻坚上发挥更大作用，能为精
确扶贫作出更大贡献。

以瓜为媒 创新发展

濉溪县四铺镇首届“西瓜文化节”开幕

7月16日，市第三实验小学

的学生在进行航模演示。

当日，市第三实验小学联

合市航模协会开展“科技体育

进校园”暑期航模科普活动。

通过航模制作、航模展示、航模

知识交流等，培养学生们对航

空航天科技的兴趣和动手能

力，丰富学生们的暑期生活。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王辉

航模进校园
快乐度暑假

我市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实现多渠道线上办理
参保人员即可实现跨省就医住院直接结算

确保企业和群众用上“放心气”“安全气”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整治行动

濉溪县医院PICC护理门诊开诊

中国人寿财险淮北市中心
支公司专属保险助力脱贫攻坚

群众参加吃西瓜比赛。 ■ 摄影 记者 黄鹤鸣西瓜喜获丰收 ，村民正在搬运装车销往外地。

■ 摄影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精彩的文艺演出。■ 摄影 记者 黄鹤鸣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赵薇

■ 记者 刘露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吴琼 张子恒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李岩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王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