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城事·社会

责编

姜瑞胜

2021 年11 月25日
美编 宁付兴 审读

星期四
孙宝学

核酸检测，
最高 40 元/次
山东再次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下月起施行
本报 11 月 24 日讯 为更加有效应
对疫情形势变化，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核酸检测工作，
减轻群众负担，
11 月 23 日，山东省医保局、卫健委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价格和费用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
知》
），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
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
根据《通知》，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

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单人单检价格
为检测费和医疗机构实际采购核酸检测
试剂价格之和，最高不得超过 40 元/次。
检测费的最高价格下调为 30 元/次，项
目内涵和除外内容不变；核酸检测试剂
按医疗机构实际采购价格，继续执行零
差率政策。医保支付标准相应调整。
根据疫情需要，按照卫生健康部门
技术要求和标准进行混合核酸检测的，

5 个样本混检检测和 10 个样本混检检测
价格均为每人次 10 元，不得另外收取检
测试剂等其他费用。
属于“应检尽检”的，按规定采用多
人混检；属于“愿检尽检”且检测机构单
日检测人数较多的，
可以应用多人混检，
也可按单人单检方式检测并计费。对入
境人员、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等高风
险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严格落实单人单

检。

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要设置专门的区
域和窗口，为单纯进行核酸检测采样的
提供采样服务，不得收取挂号费、门诊诊
察费（一般诊疗费）。
《通知》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疫情结束后自行废止。原有政策规定与
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半岛全媒体记者）

市农业农村局——
—

深化
“五个强化”
，提升农业农村法治工作水平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青岛
市农业农村局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
想，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推进
“五个强化”
，
扎实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各项
工作，
不断提升农业农村法治工作水平。
一、
强化政务服务 ，
依法全面履行政
推进
“放管服”
改革，
深化简政放
府职能 。
权，
严格承接、
下放、
取消行政权力事项；

加快审批流程改造，群众办事好评度连
年 100% ；依法取消证明材料 40 余份，
删减非必要环节、并联复杂流程 20 余
个，对 8 个事项 36 份材料容缺受理。
新冠
对网报
疫情期间，创新实施“先证后勘”，
材料合格的企业直接发放许可证，
实行先
承诺生产、
后勘验复核，为农业行业复工
复产提供便捷服务。
近年来获评市首届企
业家满意指数测评第三名，荣获 2020 年
度
“青岛市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
、2021
“全国巾帼文明岗”
等称号。
年度
二、
强化立法推进 ，
完善依法行政制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对于农业农
度体系 。
村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2020 年出台
国内适用范围最广、全省首部农业废弃
物管理的政府规章《青岛市农业废弃物
管理暂行办法》
，创新性地将农药包装废

弃物、肥料包装废弃物等七类农业废弃
物一并规范管理。
三、
强化责任落实 ，
严格规范公正文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成功创建
明执法 。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严格落实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全市年查办违法案件
1000 余件，罚没款 700 余万元，获评省
优秀案卷数量居全省首位。创新包容审
慎监管，在全省农业领域率先发布轻微
违法行为不罚清单，涉及 5 个农业执法
领域 11 项轻微违法行为，惠及全市 20
多万个农业市场主体。
四、
强化工作创新 ，
拓宽法治宣传教
落实
“谁执法，
谁普法”
工作责任
育方式 。
制，拓宽新媒体宣传渠道，
举办全市首届
农业普法微视频活动，设计“一图八码”
线上普法二维码，
组织设计快板、
八角鼓

等乡村振兴普法特色节目，将普法宣传
活动落实落细、深入人心。创新开展“模
拟法庭”活动，全流程模拟行政诉应诉各
环节要素，提高领导干部行政执法能力
和行政应诉能力。
五、
强化示范引领 ，
推进法治工作示
强化大要案典型引领作用，
查办的
范创建 。
制售假农药
“黑窝点”
案，
涉案货值700余
万元，
3人获刑15年，
入选全国整治食品安
全问题联合行动十大典型案例。
深化执法
示范引领，
全市获评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示范窗口（单位）3个，
数量居全省首位；
我局刘军同志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先进
个人，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仅入选三人。
强化
竞技驱动，
在全国率先举办农业执法职业
技能竞赛，
以赛带学、
以赛代练，
评选竞赛
能手，
提升执法榜样示范带动作用。

买当季大钦岛秋参明天到报社一楼
价格低品质高种类多
岛城市民又要迎来好口福！当季大
钦岛秋参明天就要面市了！家住市北晓
港名城的高女士来电话问道：吃了好多
年海参，都说是大钦岛的好，为什么这
次是正宗大钦岛海参，回家发的不满意
怎么办，吃的不好怎么办？一连串的问
题让工作人员耐心解答道：这次是半岛
优品惠工作人员再赴原产地， 11 月初
就开始着手严选当季秋参，选用大钦岛
无污染海域的鲜活海参作为原料，对整
个海参捕捞、清洗、加工等产业链条实
施全程监督，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半
岛优品惠坚持先行赔付原则，消费者在
活动现场购买的海参回家泡发不满意或
有任何质量问题，都可无条件退货退款，
半岛优品惠将负责到底！总之，买海参不
仅要看价格，还要看品质，更要看在哪
里买，半岛优品惠就是不错的选择。
在沿海城市流传一句谚语“秋冬进
补，开春打虎”，说的就是秋末尤其是
立冬后，就要开始增加一些滋补品来调
养身体，特别是海参这种高营养的产
品，不管经济条件顾不顾得上，都要吃
点海参。海参之所以被提及，并被如此
看好，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海参是高蛋
白食物，富含海参皂苷、精氨酸及多种
微量元素，很多市民都是张嘴即来，并
且也都在坚持长期食用海参，因为健康
是无价的，有副好身体能享受更美好的
生活，所以用在吃海参的花销总比用来
吃药划算的多。

保质保真保售后

海参买5送2 仅三天！

特价大钦岛野生海参(约水深10米)：

大钦岛5 年野生海参(约水深28 米)：

市场价：1320 元/斤
买3斤送 1 斤：
均价：990元
买5斤送 2 斤：
均价：940元

市场价：2370 元/斤
买3斤送1 斤：
均价：1780 元
买5斤送2斤：
均价：1690 元

大钦岛 3年野生海参(约水深17 米)：

大钦岛6年野生海参(约水深35米)：

市场价：1710 元/斤
买 3斤送 1 斤：
均价：1280 元
买 5斤送 2 斤：
均价：1220 元

市场价：2640 元/斤
买 3斤送1 斤：
均价：1980 元
买5斤送2斤：
均价：1885元

大钦岛 4年野生海参(约水深23米)：

大钦岛7 年野生海参(约水深40米)：

市场价：2100 元/斤
买 3斤送 1 斤：
均价：1580 元
买 5斤送 2斤：
均价：1500元

市场价：3040元/斤
买 3斤送1 斤：
均价：2280 元
买 5斤送2斤：
均价：2170 元

四保承诺：
1、保高品质：所有海参均可先吃后买，
满
意再付钱。
2、保底价格：半岛优品惠严选大钦岛当
季秋参，
没有中间环节，
保证以底价供给
市民。
3、保无公害：不圈养、不喂养、全部都是
底播野生秋参。
4、售后保障：半岛优品惠先行赔付原则，
保你买的放心，
吃的安心。
活动日期：11月 26 日一 11月 28日
订购电话：0532— 80889096
活动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110 号
半岛都市报社一楼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