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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丛 海 滋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确 权 证（证 号 ：

371081109262000136J）遗失，特此声明。

从 10 月 1 日起，又有一批政策新规施行，这些政策
新规关乎你工作和生活的很多方面。

党的纪律更加严明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这是时隔近三年后，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党划
出新的纪律“底线”。面对 8900 多万党员，条例中诸多新
增或修订的纪律“高压线”，更明确、更清晰、更细化。

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QS”标志
早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实

施，《办法》给予了生产者最长不超过三年过渡期，今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生产的食品一律不得继续使用原包装和
标签以及“QS”标志，新获证食品生产者应当在食品包
装或者标签上标注新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再标注

“QS”标志。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处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

理”工作规范》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发生纠纷后，
当事人可以直接进入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使
用理赔计算器等，也可以在线直接提起调解申请或者诉
讼；调解组织在接到当事人调解申请以及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发起的调解申请时，进
入平台在线调解。

新个税法通过 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
新个税法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最新起征点和税率。起征点确定为每月 5000
元。新个税法规定：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
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
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

明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程序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提出开展诊疗活动

应当以患者为中心，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范，强化医疗服
务关键环节和领域的风险防控，突出医疗服务中医患沟通
的重要性，从源头预防医疗纠纷。《条例》明确了医疗纠纷
处理的原则、途径和程序，对不遵守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要
求、出具虚假鉴定结论和尸检报告、编造散布虚假医疗纠
纷信息等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纪 哲）

10月起又有一批政策新规开始实施

本报讯（记者 于群荟 通讯员 荣海婷）在刚刚过去的
小长假，米山镇西铺头村休闲农业生态园栗景新天地吸引
了不少游客，成为市民假日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在栗景新天地 VR 虚拟体验区，市民可以尽情的畅游
在虚拟世界中，体验不同场景的带来的震撼视觉冲击。“从
市里开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栗景新天地，感觉非常棒。
这些VR游戏孩子们特别喜欢。”市民刘卓对记者说。

玩过了 VR，游客可以到陶艺工坊，和孩子一起玩泥
巴、体验彩绘素坯 DIY、现场绘制陶瓷等，感受童年的乐
趣，还可以到儿童游乐中心、咖啡书吧，进行图书共读、绘
画、拼图，享受愉快的亲子时光。

栗景新天地营销总监邹荟青介绍说，在国庆期间他们
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如“春风十里不如你”“祖国妈妈”
和学生套餐等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游客的一致好评。客
流量日均达到了 2000人次以上，是平时的五倍。

栗景新天地是米山镇西铺头村在原有草莓采摘、特色
餐饮等休闲旅游产品的基础上，投资 4000万元建设的 7000
平方米的大型综合体验馆，包含了VR虚拟体验、草莓立体
科技、中医康养、咖啡书吧等内容，适合不同年龄游客参
与，旨在打造集特色农业、休闲采摘、运动康养、产品培育、
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栗景新天地 假日旅游好去处

9 月 25 日，记者来到幸福晚年养
老院时，只见一个弱小的女子正在搀
扶 着 一 位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的 老 人 走
路。一打听，原来她就是胡俊，文登
幸福养老院副院长。

1998 年，胡俊因生活所迫，从老
家安徽来到了文登，希望能找到一份
理想的工作。但因没有学历、没有工
作经验，胡俊在工地当了几年小工，
不仅工作很辛苦，而且挣钱很少。
2012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幸福
晚年养老院招聘护理员，她抱着试一
试的想法报了名，结果应聘到养老院
成 了 一 名 护 理 员 。 这 一 干 就 是 6
年。6 年来，她吃苦耐劳，敢于担当，
坚韧执着，用心服务，用真情和汗水
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文登梦”。

“养老院护理员不仅要求工作细
心，而且要必备专业的护理知识和技
能，于是我就自费报名去学习。”胡
俊对记者说，因为家境贫寒她早早就
辍学了，只有小学文化，在学习专业

知识时很多字都不认识，只能通过照
片和视频来学习。白天没时间就晚
上学，通过反复摸索，终于掌握了一
套专业的护理技能。

2014 年 6 月的一天，养老院来了
一位北郊镇 76 岁老人丁佩兹，老人
由于之前居住环境恶劣，缺乏锻炼，
腿部肌肉已经是萎缩状态，无法站立
独立行走。入住养老院后，胡俊对老
人精心照顾，闲暇时就搀扶老人慢
走，锻炼腿部肌肉，经过一年多的时
间，老人已经可以独立行走了。

“老人入院时只能拖着腿在地上
爬行，于是我给她缝制了坐垫，怕她
在地上爬的时候受伤。通过专业护
理知识的学习，我了解到像她这样的
情况，是可以通过锻炼腿部肌肉慢慢
恢复行走能力。”胡俊说，于是她帮
助老人制定了恢复计划，每天早中晚
各走一会。

“作为一名优秀的护理员，不仅
要拥有专业的护理技能和知识，更要

有一颗火热的心。”胡俊说，伺候老
年人比伺候小孩更难，说话态度要和
蔼，事事虔诚委婉，把敬字放在前，
只有这样才能让老人们感受到你是
在尊重他们，他们在敬老院里才能生
活得幸福快乐，否则会和你怄气闹别
扭，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

为了把工作做好，胡俊根据工作
当中出现的问题，首先从“细”上下
功夫。比如给老人翻身就是个“细”
活，不仅力气要大，而且发力点要
准。胡俊总结了翻身三步骤，一是
架，架起老人的胳膊；二是推，推起
老人背部和臀部；三是翻，翻身的时
候力度要适度。

养老院 65 岁的孙广军老人，因患
脑血管病，经常大便不能自理。胡俊
不怕脏，不怕臭，及时给他擦屎端尿、
洗衣服，用架子车拉他去医院看病，
给他按摩，帮他行走锻炼，半夜起来
给他喂水，使他的身体得到康复。

“我在养老院这么多年，因为身
体有病，体重已经超过 180 斤，其他
人根本翻不动我，多亏了胡俊对我的
照顾。她比我自己的亲女儿还要亲，
不论什么时候随叫随到，我半天看不
到她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孙广军对
记者说。

不止孙广军老人，养老院里的老
人都亲切地喊她“闺女”。胡俊是每
一位住院老人的亲人，是每一位孤寡
老人的“闺女”。

“可能由于我早年缺少家庭温
暖、父母关爱，每当老人叫我闺女
时，我内心都是非常感激的，我也把
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老人
最缺的就是亲人的陪伴，在养老院里
我就是他们的闺女，我就是他们的亲
人。”胡俊说。

今年 8 月 10 日晚上 12 点多，敬老
院里的老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突然
屋里响起了一阵“哎哟！哎哟！”的
呻吟声，被吵醒了的老人们拉亮电灯
循声看去，原来声音是从 71 岁的五
保老人于世江那里传出来的。胡俊

得知情况后，自掏腰包租了一辆车把
老人送到了医院。住院期间，胡俊经
常拿着水果来看望老人。于世江说，
我和我老伴无儿无女，在养老院这么
多年多亏胡俊照顾，我们这个闺女对
我们真是太好了。

6 年来，到底经历了多少次类似
的情形，胡俊自己也记不清了。一年
到头，小到穿衣吃饭，大到生病住院，
繁琐的老人护理工作，在胡俊的字典
里已经没有了“节假日”这三个字。

采访当天，家住汪疃镇西梁格村
李传亮来养老院看望父亲。李传亮
介绍说，由于工作原因他现在居住在
威海，本想把老人接到威海住，可住
了两个月后老人非常不适应，天天喊
着胡俊的名字，执意要回养老院让她
照顾，没办法他只好将父亲又送了回
来。

如今，胡俊已成为养老院的一张
“名片”，很多老人都是冲着这张“名
片”而来的。

几年时间，幸福晚年养老院已经
发展成为一家可提供 1000 多张床位
的规模养老院。因为工作业绩突出，
胡俊被提拔为副院长，工资待遇一年
比一年高。

有了一定积蓄之后，买房成了头
等大事。之前，胡俊一直住在养老
院，和老人们住在一起。去年，她在
马家庵附近购买了一套 100 多平米的
房子，把家人和孩子接到文登，在文
登有了自己的家。

“文登不仅山美水美环境好，而
且文登人真诚善良，能生活在文登，
是我的最大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实现
了。”胡俊说，她要扎根在文登，用心
服务好身边的每一位老人，用努力的
汗水回报文登这片热土。

一个“打工妹”的“文登梦”
——记幸福晚年养老院安徽籍护理员胡俊

本报记者 赛明建 通讯员 曹 毅

在威海顺意电机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有序生产。顺意电机主要研发双电压高效节能电机，与同类
产品相比效率提高 5%，具有电压自动识别、高低电压自动转换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家用电器、农业机械、木工机械、
小型车床等。随着新产品不断投放市场，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同类产品的领跑者。 （赵瑞静 刘文娟 摄）

区农机局加大变型拖拉机整治力度
本报讯（记者 赛明建 通讯员 郑雪芹）9 月 28 日，区

农机局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在大水泊镇开展变型拖拉机联
合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现场，区农机监理工作人员逐台对查处的违
规违章车辆建立安全隐患检查案卷，规范查处及整改的过
程性资料，确保检查不拘于形式。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
主要结合我区变型拖拉机行驶（作业）特点和规律，重点查
处拖拉机无牌证驾驶、未按要求正确悬挂号牌、未按时进
行年度审验以及违法载人、酒后驾驶、挪用伪造牌证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

区农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定期对查处的违规
违章车辆驾驶人进行面对面的宣传教育，让农机手充分认
识遵规守则、安全驾驶的重要意义，强化宣传，确保人人懂
安全、守安全，不断提高变型拖拉机和各类农用机械驾驶
人的安全意识以及驾驶技能和水平，从源头遏制交通事故
发生。

新增千亿斤粮食项目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于群荟）近日，我区 2018 年全国新增千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间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在葛家镇议城村，大型机械和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

业，开挖平塘。据了解，新增千亿斤粮食项目建设总投资
4500 万元，分为葛家镇、侯家镇、泽库镇、高村镇和大水泊
镇 5个片区，规划建设高产稳产粮田 3万亩，共涉及 35个行
政村。

区发改局农业科科长宫照建介绍，项目主要包括农田
水利工程、田间工程和其他工程等，其中以农田水利工程
为主。主要建设大口井、平塘、田间工程等，预计明年 4 月
份全部完工。项目完工后，预计每年新增粮食产量 180 万
公斤，年增收益 468万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

为，维护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企
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
域内的物业服务收费及其监督管理活
动。

本办法所称物业服务收费，包括物
业公共服务费、机动车停放费和其他服
务收费。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负责全省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工
作。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管理权限，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相关
工作。

第四条 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
法、合理、公开、公平和收费与服务质量
相适应的原则，并按照不同物业的性
质、特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
节价。

第五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
务收费，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房地产管理部
门或者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
下统称物业主管部门）制定基准价及其
浮动幅度，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
会公布执行。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
标准，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
物业服务成本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

第六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
务收费，由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与物业
服务企业通过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鼓励、支持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通

过公平竞争机制选择物业服务企业，并
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物业服务内
容、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等。

第二章 物业公共服务费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物业公共服务

费，是指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从事房屋以
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日常管
理、维护保养、绿化养护、卫生保洁、公
共秩序维持、安全防范协助等公共性服
务，向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收取的费
用。

第八条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
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物业的物业

公共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九条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公共服

务费应当根据物业服务等级、服务质
量、服务成本等因素，实行分等级定
价。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等级标准
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物业主管部门会
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普通住宅在销售前，建设
单位应当拟定物业服务方案，选择物业
服务等级，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签
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并于合同签订之
日起十日内报送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
和物业主管部门备案。

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17号 2018年5月29日）

文登海鲜你可放心吃
本报讯（记者 于群荟）今年以来，区

海洋与渔业局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水产品
质量安全，为百姓的食品安全把好关。

区海洋与渔业局通过设置刊板、现场
咨询、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开展水产品
安全法规和科普知识的宣传。同时，对水
产育苗、养殖企业进行全方位、高密度的
日常监督管理，先后开展了“水产品质量
安全”和“渔用投入品”专项整治活动，对
全区所有水产育苗、养殖企业进行拉网式
检查。

区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水
产品禁用药物可以长期残留在水产品中，
食用后会被人体吸收，对健康造成危害。
氯霉素能够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引起贫
血；孔雀石绿能溶解足够的锌，引起水生
动物急性锌中毒，更严重的是它还是一种
致癌、致畸药物。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的
规定，农业部制定了《食品动物禁用的兽
药及其化合物清单》，规定凡是被列入清
单的药物全部是禁用药物，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随意使用。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共抽检水产品样
品 107 个，品种涵盖了海参、鱼类、对虾、
贝类、梭子蟹 5 个大类的苗种及成品。从
抽检情况来看，我区水产品渔用投入品符
合相关标准，没有发现违禁品。

人人人人外地外地 文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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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左一）正在陪老人聊天。（赛明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