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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区养老保险生存认证有新变化

只需下载手机APP
即可随时进行年检

本报记者张倩报道 10月25日，记者从榆阳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中心获悉，今年榆阳区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生存认证不同于往年。领取
人员不用再去参保地村委会、社区或区经办中心进行
年检，只要在手机上下载“陕西养老保险”APP，就可足
不出户，随时随地进行年检。

据了解，该区今年10月前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的人员，可在11月1日至12月24日期间完成认
证。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可向村委会、社区申请，由
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在
规定时间内未参加认证
的，暂停发放养老金，待
补检通过后，从停发之日
起恢复发放。

“陕西养老保险”
APP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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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

举行“母亲邮包”发放活动
本报通讯员黄晔 贺蓉蓉报道 10月23日，市

妇联在榆阳区鼓楼街道办事处红文昌楼社区举行“关
爱贫困家庭，温暖传递万家”公益捐赠活动，向社区
100名贫困妇女发放“母亲邮包”。

活动现场，居民们接过“母亲邮包”，有的迫不及待
地当场打开，里面装满医药箱、手电筒、毛巾等各类生
活必需品。一个个“母亲邮包”如冬日暖阳，带着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关爱，送到了社区100位贫困母亲手
中，让妇女姐妹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
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据了解，“母亲邮包”项目是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发起，主要选取贫困母亲日常生活必需品，发动社会
各界通过“一对一”的捐助模式，将“母亲邮包”准确递
送至贫困母亲手中，帮助贫困母亲解决生活中的一些
实际困难。

神木市

开通运行9路公交线路
本报通讯员马瑞报道 10月26日早，备受神木

市民关注的9路公交车从市区幸福家园驶出，标志着
神木市9路公交线路正式开通。

据了解，9路公交车从幸福家园始发，途经金陕世
家、华夏首府、林业小区等路段，共设15个站点，全程
8.4千米，目前暂定投放公交车6辆。

9路公交车线路的开通，丰富了神木市公交线网结构，
为沿线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是政府着力解决群众出行难
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惠及群众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佳县

表彰奖励优秀环卫工人
本报通讯员康亮亮 刘强报道 10月26日，是

环卫工人节。当天上午，佳县举行表彰大会，授予县环
境卫生管理所“突出贡献单位”称号，授予雷小弟等5
人“最美环卫工人”称号，授予马学玲“最美环卫工作
者”称号。

据了解，今年以来，佳县环卫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大力弘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洁”的环卫精神，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改善城市环境面
貌，不断提高环卫作业质量，打造了一批环卫工作亮
点，涌现出一批热爱环卫事业的先进个人，为提升该县
城市环境质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网友咨询：卷烟邮寄多少条不
违法？

市邮政管理局回复：《国家烟草专
卖局、邮电部关于恢复烟草及其制品邮
寄业务的通知》（国烟专［1993］第7号）
规定“邮寄卷烟、雪茄烟每件以两条
（400 支）为 限（二 者 合 寄 时 也 限 两
条）。邮寄烟叶、烟丝每件以5公斤为
限（二者合寄不得超过10公斤）。

二、网友咨询：何种情况下可再生
育一胎子女？

市计生协回复：根据《陕西省计划
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胎子
女：（一）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中有子女经
医学鉴定为病残儿或者因伤致残，医学

上认为夫妻可以再生育的；（二）再婚前
双方合计生育两个以上子女，再婚后未
生育子女的；（三）再婚前一方生育过一
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再婚后已生育
一个子女的；（四）夫妻未生育依法收养
两个子女后又怀孕的。夫妻一方为本
省户籍，另一方为其他省、自治区、直辖
市户籍的，再生育政策按照有利于当事
人的原则适用。

三、网友咨询：开设福利彩票站需
要办理哪些手续？

市民政局回复：榆林市福彩中心具
体受理全市福彩投注站的申办事宜，具
体流程为：申请人向市福彩中心递交书
面申请，市福彩中心根据省福彩中心年
度市场扩容计划、方向、时间及相关规

定，实地考察申请站点地理位置及相关
情况是否符合申办条件，考察合格后上
报省福彩中心综合评审，省中心评审批
准后，市中心通知申请人办理相关手续
及参加培训，并按有关要求进行站点形
象建设，市中心实地对站点形象建设验
收合格后上报省中心，经省中心同意
后，安装、开通投注机，投注站正式开始
销售。

四、网友咨询：榆林哪家医院能打

青霉素？
市卫计局回复：榆林市一院榆林院

区有长效青霉素（注射用苄星青霉素），
销售价格为4.5元/支。榆林市二院虽
然没有此药，但可以随时调货。因为使
用此药患者较少，部分医院不进行备
货，如果患者需要，可以提前联系医院
药剂科进行调配。

康世亮整理

1964年，康世东出生在清
涧县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里，
从小目睹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
况，尤其是上高中时父亲的一场
意外车祸，让他毅然报考了医学
专业。“那时清涧的医疗条件很
差，家人只能带着父亲去临近的
绥德县进行治疗。因为伤得不
轻，等治疗结束后还要定期去复
查。由于家离绥德路程远，只能
在绥德临时租了房子。那时我
就想，要是我学了医就能更好地
保障家人和他人的健康，要是乡
里或清涧的医疗条件能好点，就
能更好地为像父亲一样的患者
提供更及时、更优质的医疗服
务。”康世东说。

从医学院毕业后，康世东有
机会到榆林或延安工作，但他没
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主动要求回
到清涧工作，而且一干就是33
年，先后担任郝家墕镇卫生院院
长、店则沟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清涧县医院院长等职。正是这
么多年的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经
历，让他对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医
疗事业的长足发展有了最直观
的认识。

2002年，我市积极引导农
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对广大
农村群众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我
心里更是十分激动，要是这一政
策真的能实现的话，农村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大大缓
解。要知道，当时很多村民因为
怕看病费钱，即使知道自己的病
情严重也不愿去医院治疗。”康
世东说。

2007年，清涧县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工作正式启动，他积极
向组织申请参加到筹备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工作
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清涧县
的合疗、医保、大病保险等医疗
惠民政策日趋完善、规范、全
面，就医报付比例不断提高，报
付范围不断扩大。“去年，我们
医院开始实行贫困患者住院治
疗先诊疗后结算的政策，切实
保障困难群众能够及时就诊、
放心治病。”康世东说。基层群
众正在享受医疗卫生事业改革
发展带来的成果。

医疗人才的短缺，是摆在每
家基层医院面前的大难题。“以
前，我们医院很多临床科室正常
的值班安排都非常困难，因为有
的门诊科室只有一名医生，有些
科室甚至无法设置。”康世东
说。近年来，清涧县医院新分配
来34名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又对4名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业人
员进行了返聘。同时，由国家卫
计委安排的对口支援医院——
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榆林市
二院，以及市卫计局安排对口
帮扶的苏州医疗队，长期分批

分次对清涧县医院进行技术支
援，让清涧县医院专业技术人
才短缺状况得到有效缓解，也
让清涧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有了
显著提高。

2014年 7月31日，对于清
涧县的老百姓和康世东来说，都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这一
天，清涧县医院彻底告别了过去
落后、陈旧、狭小的环境，搬迁到
新址。“占地42亩，地下1层，地
上10层，建筑面积1.45万平方
米，有 200多张床位。CT室、
DR室、中心供氧，以及计算机网
络和先进的通信、监控系统等现
代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医疗服
务设施应有尽有。”康世东说。
清涧县医院新址的搬迁，对于清
涧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历
史意义，真正改变了清涧县过去
由于医疗设施落后、设备短缺，
很多检验项目要靠手工操作完
成，很多患者确诊检查要到外地
医院的状况。

“今年，清涧启动了‘省级健
康促进县’创建工作，并以此为
契机，全力开展健康扶贫活动。
我们医院专门组织了扶贫医疗
队，目前已深入13个乡镇、便民
服务中心进行义诊。这一举措
切实解决了留守老年患者出门
就诊不便的困难，让广大农村群
众享受到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服
务。”康世东说。

中鸡交管中队

开展儿童步行交通安全宣传
本报通讯员方艳萍 宋保杰报道 为加强对儿童

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安全意
识，10月17日上午，神木市交管大队中鸡中队民警走进
中鸡幼儿园，开展了儿童步行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亲手教孩子们认识各种交通标志以
及它们在生活中的运用，了解基本的交通规则。通过
本次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为孩子
们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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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邮寄、福利彩票站开设有何规定
何种情况下可再生育一胎，哪家医院能打青霉素

核心提示

康世东是清
涧县医院院长，
也是全市“五一
先进工作者”，从
事医疗卫生工作
已 33 年。谈起
改革开放 40 年
以来的巨大变
化 ，他 感 触 良
多。他说：“医疗
条件和环境的改
善，先进设备的
增添，专业技术
人才的引进，以
及群众健康意识
的提高都是最直
接的体现。以我
们医院来说，搬
迁到新院址，成
功创建了‘二级
甲等’医院等，这
些进步与变化都
是老百姓能切身
感受到的。”

伟大历程 榆林足迹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亲历见证

本报通讯员周亚楠摄影报
道 10月 24日下午，米脂县鸿
影幼儿园一年一度的故事大王
比赛活动正式拉开序幕，36名小
选手现场登台讲故事，争当“故
事大王”。

活动中，小选手们逐一登
台，用稚嫩的声音、丰富的表情、
大胆的肢体语言，讲述着《小猴
子下山》《狼和七只小羊》《司马
光砸缸》等一个个经典幼儿故
事。孩子们的精彩表现赢得现

场观众和评委们的阵阵掌声。
比赛结束后，经过评委认真评
比，共评选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
8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12名。

“故事大赛为幼儿营造了一
个学说话、敢说话、会说话的语
言氛围，锻炼了幼儿的口语表达
能力，培养了幼儿的自信与勇
气，有利于幼儿综合素质的提高
与发展。”该园园长马璠说。

图为小选手正在讲述《狼和
七只小羊》的故事。

萌宝争当“故事大王”

市计生协

举行计生家庭健康
促进行动项目启动仪式

本报通讯员乔红报道 10月24日，榆林市计生
协会在横山区白界镇永盛社区举行中国计生协家庭健
康促进行动项目启动仪式暨健康大讲堂活动，普及健
康生活知识，提高社会成员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计生协家庭健康促进行动项目开
启之年，该项目在全国10个省区市选择20个单位进行试
点，其中我省共有两个试点单位，市计生协是其中之一。

活动中，市计生协发放了宣传资料和宣传品，并邀
请榆林市营养学会会长、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张永红
作了题为《合理膳食，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的健康知识
讲座。

康世东（右）在医院护理部检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