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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总工会
关于开展2021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

通 知
为进一步关爱和服务职工，充分发

挥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精神，县总工会决
定自本月起，按照廊坊市总工会《关于开
展 2021 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通
知》(廊工发【2020】13号)要求，在全县启
动2021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现对
开展本期活动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
彻执行。

一、缴纳互助金时间
自收到此通知后启动资金募集活

动，2021 年 1 月 31 日前各基层工会将募
集资金上缴县总工会。

救助期限为一年，即2021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二、缴纳互助金标准
（一）本县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

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在岗职工（包括
临时工、合同制职工），一次性缴纳互助
金不低于50元。

（二）互助金由参与职工个人缴纳。
用人单位和有条件的基层工会可以对参
加医疗互助的职工在互助费用方面给予
一定的补助。

三、缴纳互助金方式
各基层工会先将本单位参加职工医

疗互助人员名单报至县总工会财务室，
财务室核实后，基层工会再按照核定人
员及人数将互助金上缴至县总工会财务
账户内。

（一）使用网银的单位汇到如下账
户：

户名：大厂回族自治县总工会
开户行：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厂支行
账号：601126020000000527
（二）到廊坊银行柜台使用汇款及现

金的单位汇到如下账户：
户名：大厂回族自治县总工会
开户行：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厂支行
账号：601126020000000527-9001
基层工会缴款后由本单位经办人携

带银行回单到县总工会财务室换取互助
金发票，银行回单用于县总工会财务记
账，切勿丢失。

四、救助对象、救助标准、救助期限
（一）对符合下列情况的人员实施救助
1、参加活动的职工本人在活动当期

内，经三级医院首次确诊患十五种重大
疾病住院治疗的，经城镇职工、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后，自付医疗费在1万元以
上的，按自费部分的15%(只计算到千位
数)给予救助。在首次确诊的一个自然
年度内（跨年度申报须职工本人两年连
续参加活动），同一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
的可将住院费合并申请，只可申请一次
救助，最高救助不超过10000元。

2、参加活动的职工本人在活动当期
内，经三级医院确诊首次患十五种重大
疾病以外的其他重大疾病住院治疗的，
经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
自付医疗费在1万元以上的，按自费部分
的 10%（只计算到千位数）给予救助，在
一个互助期内，同一种疾病多次住院治
疗的可将住院费合并申请，只可申请一
次救助，最高救助不超过10000元。

3、在活动当期内，对符合条件的非
工伤意外伤害和家庭财产火灾损失两种
情况，按照河北省总工会文件（冀工发
【2016】12号）执行。

4、在活动当期内，对因猝死（因病突
然死亡）的参与职工本人，且未发生住院
治疗费用的,经申请给予10000元的一次
性救助。

5、参与医疗互助职工的父母（含合法
继父母）、未就业的配偶、年龄不满18周
岁的子女，在活动期内且经三级医院确诊
首次患十五种重大疾病住院治疗的，经城
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自付

医疗费在 1 万元以上的，按自费部分的
10%（只计算到千位数）给予救助；在一个
活动期内，只可申请一次救助，最高救助
不超过5000元。

（二）救助期限
救助期限为一年，即2021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期满，本期救助责
任即告终止。在当年12月住院治疗的或
住院治疗处于跨自然年度且出院结算日
期为下一年度1月1日以后的，应在出院
结算日后30个工作日内向县总工会提交
申请，逾期将不予受理（职工本人首次确
诊患十五种重大疾病，同一种疾病多次住
院治疗的可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将住院费
合并申请）。

（三）救助次数
在一个活动期限内，对符合本办法

的捐款职工家庭，救助对象（参与职工本
人、父母含合法继父母、未就业配偶、年
龄不满十八周岁子女）在一个活动期内
只能享受一次救助（即活动当期内以上
四类人员只可救助一次）。

五、救助对象的申报及审批
救助对象的申报程序包括：申请、核

实、公示、审批等程序。
（一）申请。申请人需首先向基层工

会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身份证、工会会员卡复印件及活

动收据（粉联）原件各一张。
2、三级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

病案、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病
理报告复印件等。

3、三级医院出具的住院医疗费票据
复印件。

4、未就业的配偶需开具未就业证明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户口所
在地街道、居委会出具相关证明并需加
盖申请人所在单位公章）。

5、父母（含合法继父母）、未就业配
偶以及年龄不满18周岁的子女，需由户
口所在地街道、居委会和申请人所在单
位等有关部门提供其与参与职工的关系
证明（如户口尚未分开可直接提供户口
页复印件）。

（二）核实。基层工会接到申请材料
后，对申请人基本情况进行核实。

（三）公示。经核实符合救助条件
的，在本单位和居住社区同时张榜公示
不低于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填写《廊
坊市“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救助金申请审
批表》，按工会隶属关系上报县总工会。

（四）审批。县级总工会收到基层工
会上报的审批表，按照审批权限，一般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批（同意或不同
意）。由相关领导审批同意救助后，直接
拨付到被救助职工工会会员卡内，取消现
金支付。未办理工会会员卡的职工，尽快
向所在单位申请办理。

六、活动要求
（一）各单位要根据文件精神，积极

谋划好2021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工
作，按照“互助性、普惠性、应急性”原则，
加大力度进行再宣传、再发动，加大职工
参与面，增加职工受益面，扩大社会影响
面。

（二）各镇（街道）、园区总工会负责
辖区内企业的“职工医疗互助”金的收缴
和上报工作。

（三）各单位接此通知后，请务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到县总工会经济保
障部领取捐款票据（带U盘）。

（四）各单位本年度已申请享受“职
工医疗互助”救助的职工，必须参加下一
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否则取消该
单位参加下一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的资格。

附件：《十五种重大疾病目录》
大厂回族自治县总工会

2020年12月10日

一、恶性肿瘤（其中：原位癌、慢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何杰金氏病、皮肤癌、前
列腺癌不在救助恶性肿瘤范围内）

二、慢性肾功能衰竭—须透析治疗
或肾脏移植手术

三、再生障碍性贫血（需定期输血、
骨髓移植、接受骨髓药物治疗、免疫系统
抑制性药物治疗持续90天以上）

四、急性心肌梗塞（指经造影检查明
确诊断为左冠状动脉主干、前降支、回旋
支及右冠状动脉严重狭窄病变达到75%
以上）

五、心脏瓣膜置换术—须开胸手术
六、脑中风后遗症—永久性的功能

障碍（指疾病确诊180天后，一肢或一肢
以上机能完全丧失，语言或咀嚼能力完
全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需医院
诊断证明）

七、颅内肿瘤手术—须开颅手术或

放射治疗
八、重大器官移植术—须异体移植

术（指相应器官功能衰竭，实施了肾、肝、
肺、心脏、胰腺：不包括胰岛移植、造血干
细胞移植）

九、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十、主动脉手术—须开胸或开腹手术。
十一、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指实施了开胸手术进行
冠状动脉血管旁路移植。冠脉支架、球
囊扩张术、射频等非开胸的介入、腔镜手
术都不在救助范围）

十二、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十三、严重烧伤（体表烧伤面积达到

20%以上且烧伤程度达III度）
十四、急性坏死型胰腺炎（酒精中毒

导致的慢性复发性胰腺炎除外）
十五、系统型红斑狼疮性肾炎

《十五种重大疾病目录》
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在全县范围内禁止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
通 告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
共安全，防治大气污染，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和《河北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省、市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相关要
求，县政府决定从 2021 年 1 月 10 日
起，在全县范围内全面禁止生产、储
存、经营、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

一、烟花爆竹禁售禁放时间及区
域：从2021年1月10日起，全县域（所
有地域）全时段禁售、禁放。

二、禁止销售和燃放的烟花爆竹
种类，包括所有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

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药、烟火
药、引火线等物品。

三、各镇、北辰街道、园区及公安、
应急、市场、交通、执法、融媒体等部门
要严格履行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积
极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宣传工作，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烟花爆竹禁售
禁放规定；各镇、北辰街道、园区要深
入村街（小区）开展烟花爆竹禁售禁放
宣传工作，倡导人民群众文明过节、绿
色生活。

四、对违规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
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河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
理，由属地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应急、公安等部门没收非法物品和违
法所得，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罚款、拘
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五、对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
通工具或在托运行李、包裹、邮件中
夹带烟花爆竹的，依据《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由公安机关没收非法
携带、邮寄、夹带的烟花爆竹，并依据
相关条款给予处罚。

六、对未经许可运输烟花爆竹
的，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
依据相关条款给予处罚，并没收非法
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对未经许
可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
放活动的，依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
燃放，并依据相关条款给予处罚。

七、广大群众要自觉抵制和举报
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烟花
爆竹等违法行为，增强安全意识和环保
意识。举报电话：110，0316-8858919。

八、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31日

祁各庄镇：全面筑牢环京党建示范“桥头堡”

本报讯 （记者王璐雪）事业兴，
源于人心聚，基于党建强。今年以
来，祁各庄镇实施了环北京党建示范
带建设“深化工程”，将示范创建与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美丽乡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有机结
合，通过持续抓基层、打基础、强弱
项、补短板，全力打造环京“堡垒带”

“观光带”“领富带”，绘就出一幅红色
党建的振兴画卷。

“全域旅游已从‘景区游’向‘村
庄游’转变了，咱们如何把美丽乡村
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村民增收结合
起来呢？”走进祁各庄镇洼子村党支
部活动室，墙壁上，印有《入党誓词》

《党支部工作职责》等内容的一块块
红色展板组成的“党建红墙”十分引
人注目，屋内，支部成员和党员代表
们正围坐到一起，召开支部工作会
议，学习上级政策精神，研究党务村
务，为更好服务村民、推动村庄发展
出谋划策，集中充电。

“村庄发展谁都不是旁观者，大家
一起商量大事小情，就会有想法、有思
路。比学习、比贡献，更是提高了党支
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也是村情和
谐稳定的重要基础。”支部委员孙德华
对每周一次的支部工作深有体会。

今年，县委主管领导深入祁各庄
镇亲自主持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先后5
次深入 10 个环京村街实地调研安排
部署深化创建工作。祁各庄镇党委组
建了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政府镇长
任副组长、包片包村干部为成员的环
北京党建示范带建设“深化工程”领导
小组，对照目标任务，逐村研究制定深
化创建工作方案，将深化创建工作与
其他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持续推动镇
域基层党建工作纵深开展。

洼子村的支部工作会议和“党建
红墙”都只是落实环北京党建示范带
建设“深化工程”的具体举措。在硬件
建设上，祁各庄镇10个环京村系统实
施了活动场所“党建红墙”、户外宣传

“党建红栏”和两室围墙“党建红标语”
工程，同时，“两室”使用面积均达到
200平米以上，高标准打造农村综合服
务站。在软件提升上，统一印制《农村
基层党建重要文件汇编》，机关党员和
各村党支部书记人手一册，严格督导
各村党支部落实“四议三公开一监
督”、“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
议党员等制度，并结合“五比五看”活
动，将建强农村“领头羊”队伍作为深
化创建的有力抓手，组织开展农村“两
委”干部集中轮训210人次、观摩拉练
5次，先后3次深入北京市通州区先进
村街进行对标学习，使农村干部的眼
界思路进一步拓宽，引领发展、服务群
众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走进祁各庄镇定福庄村，家家户
户的门前屋后都干净整洁，纵横有序
的水泥路平坦开阔，村党支部书记武
海明告诉记者，村党支部投资了 170
余万元，修建水泥路12050平米，实现
了村庄硬化全覆盖。“今年，祁各庄镇
筹措资金2300余万元，用于提高环京
10个村庄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水平，
各村因地制宜，科学谋划，实施了道
路硬化、村街面貌改造提升、文化活

动广场改造、环境绿化美化等惠民项
目57个，使党建示范带的整体面貌有
了较好改善。”祁各庄镇党委书记葛
国明说。

以党建促产业，以产业助增收。
祁各庄镇党委按照“一村一策一产业”
的工作思路，由镇党委书记带队13次
入村调研，与环京村党支部书记进行
面对面交流，共同探寻因地制宜、各具
特色的发展思路，在10个环京村街探
索推行“四联”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
部制定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年集体经
济收入均达到10万元以上。

如今，通过党建与旅游深度融合，
镇内的村庄已经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洼子村在现有西瓜种植的基础上，探
索建立了集蔬菜瓜果大棚种植、采摘、
销售、花卉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产
业模块；西关村充分利用靠近潮白河
岸的地缘优势，借势潮白沙滩、万亩银
杏林和樱花公园的旅游资源，探索打
造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街。以

“党建+”引领产业融合发展，不仅促
进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也
使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健康大厂 健康你我

关于冷链食品4个权威问答
一、接触了核酸阳性的冷链食品，

会被传染吗？
冷链食品总体阳性率很低，截止

11月底全国抽检监测的阳性率为万分
之零点四八，主要集中在食品外包
装。而冷链食品生产经营中的消毒就
是针对包装表面的消毒，主要预防流
通环节中可能存在的接触感染风险。

二、进口冷链还能不能吃？
新冠病毒是呼吸道病毒，主要经

呼吸道飞沫和人与人密切接触来传
播，经消化道感染的可能性非常低。
感染人群是特定环境下反复接触进口
冷链食品外包装的高风险人群，比如
搬运工等。

三、选购冷链食品时要注意什么？
（一）到正规的超市或市场选购生

鲜食品。

（二）正确佩戴口罩，尽量不要到
人流多的地方购物，保持安全距离。

（三）海淘、代购境外国家或地区
商品，要关注海关食品检疫信息，做好
外包装消毒和自我防护。

四、生鲜冷链食品该如何加工烹
调？

（一）处理食材前要洗手，做到生
熟分开，厨房要保持通风和清洁。

（二）烹调食用生鲜食品时，加工烹
调应做到烧熟煮透。尽量避免生吃、半
生吃，酒泡、醋泡或盐腌后直接食用海
鲜。

（三）食用后一旦出现发热、腹泻
等症状，要及时到发热门诊就医，并主
动告知食用时间、食品种类和食材来
源等信息，以助诊治。

（李家辉）

我县开展先进模范基层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杨迪）“今天先进

事迹的学习，让我深受感动，我们也要
向先进模范学习，学习他们的精神和
品格，从自身做起，和同学朋友一起，
从小学先锋，长大争做先锋，努力争做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县
城区二小学生马佑萱说。

冬闲“好人”故事飞入百姓家，身
边道德榜样温暖一座城。为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身边
好人”榜样引领作用，连日来，我县利
用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宣讲形式，开
展先进模范故事汇巡演进基层活动，9
位道德模范先后走进大厂一中、城区
二小、城区一小、步行街社区、芦庄村、
夏垫镇、祁各庄镇、邵府镇、陈府镇等
地，向群众分享自身的经历和真实感
受，在我县掀起了人人以榜样为镜，向
模范看齐，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弘扬
榜样力量的浓厚氛围。

日前，走进县城区第二小学，大厂
2018-2019年度助人为乐“身边好人”

胡悦正在向百余名师生们分享自己多
年来热心公益、志愿服务的经历和心
得体会，为孩子们种下志愿服务的种
子，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自己的力量虽然小，但是力量可以汇
聚起来，希望更多的人积极加入志愿
服务队伍，让志愿精神和志愿者越来
越年轻化。”胡悦说。

近年来，我县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典型示
范推动文明传播，用“身边好人”传递道
德正能量，深入开展我推荐、我评选、我
学习、我争当好人活动。据统计，我县
已开展7届“身边好人”评选活动，累计
评选176位“身边好人”个人和14个“身
边好人”团体。同时，有1人当选“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10人当选“中国好人
榜”好人，1人荣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2人荣获“河北省道德模范”称
号，24人（团体）荣获“河北好人”称号，2
人当选“时代新人·河北好人”年度人
物，5人荣获“网评河北雷锋”称号，2户

家庭荣获省级“文明家庭”称号，5人荣
获“市级道德模范”称号，1人荣获“最美
廊坊人”称号，15人荣获市级“道德建设

百佳”称号，9户家庭获得市级“文明家
庭”称号，32人荣获“廊坊好人”称号，身
边好人好事如泉涌。

“身边好人”刘艳在县城区一小传授学生交通信号指挥手势。 何赛 图

文艺汇演迎元旦 喜气洋洋庆新年

元旦来临之际，春之秋艺术团“庆元旦”文艺汇演在县文化馆精彩上演，
《祖国颂》《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牧民新歌》等节目异彩纷呈，为群众送上了一
场喜庆、祥和的视觉盛宴。

杨迪 李家辉 文/图

我是大厂正能量 争做文明大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