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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司勇 通讯
员 康萍 文/摄）9 月 2 日小店
区消息，“老父亲今年 100 岁了，
今天来接种疫苗，为疫情防控助
一‘臂’之力。”近日，小店区人民
医院接种点迎来一位特殊的接种
者——百岁老人李岳，他在女儿
的陪同下前来接种新冠疫苗。

老人坐着轮椅来到接种点
后，永康北路社区志愿者郑青赶
忙迎上前去，通过老年人绿色通
道将老人推了进来，帮忙填好知
情同意书后，来到接种台。“最近
身体怎么样，有发热现象吗？”医
务人员尽职尽责地详细询问了老

人的健康状况，确认老人身体健
康状况稳定后，开始为老人接种
疫苗。老人主动挽起袖子，配合
医生接种，“一点都不疼！谢谢你
们。”接种完毕老人笑眯眯地说，
孩子般可爱的语气把在场的人都
逗乐了。

在留观区，老人的女儿告诉
志愿者，老父亲出生于 1921 年 9
月，与党同龄，与党同心。老人离
休前是一名教师，离休以后依然
笔耕不辍，平时爱看书看报，关心
国家大事，身体一直非常健康，98
岁时还骑自行车。当得知老年人
也可以接种疫苗后，老人马上要

求女儿带他来，他说：“国家关心
百姓健康，给大家免费接种疫苗，
这对国家、对个人、对家庭都有好
处，我也要为疫情防控作出自己
的贡献。”

老人接种过程中永康北路社
区志愿者全程陪同照料，并叮嘱
一些注意事项。留观结束后，大
家都想和这位老寿星合影留念，
老人愉快地答应了。社区也将继
续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多渠道、多形
式广泛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工
作，提供暖心服务，让居民放心安
心接种疫苗，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百岁老人接种疫苗

本报讯（记者 刘涛）9 月 2
日，省医保局发布消息，我省再次
下调核酸检测项目价格。新冠病
毒核酸测定（单采）价格由原来的
每人次 60 元降至每人次 50 元，检
测试剂列为除外内容，实行零差
率销售。调价后，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单采总价由原来的 75元左右

降至 60 元以下。新价格从 9 月 6
日起执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包括
检验费用和检测试剂费用。此次
调价，新冠病毒 5混 1测定价格，由
原来的每人次 30元降低至每人次
25 元；10 混 1 测定价格，由原来的
每人次 20 元降低至每人次 15 元。

混检项目含核酸检测试剂，适用于
愿检尽检的大人群样本筛查。省
医保局、省卫健委此次联合印发

“关于调整新冠病毒核酸相关检测
价格的通知”，旨在适应新冠疫情
常态化防控需要，进一步降低新冠
病毒相关检测项目价格，减轻群众
检测费用负担。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
9月 2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
部门获悉，当天，太原汽车站
恢复了 8条班线的运行。

8 月份，按照属地疫情
防控要求，太原汽车站暂停
了多条发往省外的班线。即
日起，根据最新的疫情防控
要求，太原至郑州、林州、平
顶山、许昌、新乡、南乐、安

阳、道口的班线恢复运行。
目前，太原至漯河、邯郸的班
线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太原汽车站站长康文慧
介绍，已购停发班车线路车
票的旅客，如果线上购票可
直接在网上退票；如果已取
纸质车票，可持有效证件前
往车站售票窗口退票，线上
线下退票均不收手续费。

我省核酸检测费下调
单采价降至60元以下

太原汽车站
8条班线恢复运行

本报讯（记者 郭晓
华 通讯员 李静 文/摄）
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腿，
一对残疾夫妇相携乘坐公交
车，感动了公交司机，而公
交司机的暖心服务同样感动
了这对残疾夫妇。

9 月 1 日，王宇艇驾驶
825 路公交车，正准备从长
治路振兴街口出发。“师傅，
等一下！”一名四十多岁的
男乘客焦急地推着轮椅上的
女子来到前车门。“您别着
急，咱们后门有专门供轮椅
上车的板子，我来帮你！”王
宇艇见男子着急地要从前门
将女子抬上车，赶紧提醒。
随后，他打开后车门，将车
上专门用来推送轮椅的板子
放下来，方便对方上车。

等对方来到后门，王宇
艇突然愣住了。这名男乘客
竟然是一名盲人，全靠坐在
轮椅上的女子指挥方向。不
知怎的，看到这一幕，王宇
艇的心中涌过一股暖流，眼
睛都有些湿润。“大哥，我看

您不方便，我先扶您上车，
再下来推大姐上车。”王宇
艇小心翼翼地扶着男乘客上
车坐下，转身跑下车，将轮
椅上的大姐推上去，并固定
在车上一个专门有轮椅安全
带的座位上。

王宇艇将车门都关闭好
后，又走到两人面前，询问他
们在哪里下车，并提醒两人
到站不要着急起身，他会帮
助他们下车。到站后，王宇
艇将车停好，把两人安置到
马路边的安全地带，刚要转
身离开。两人拉住王宇艇的
手，情绪有些激动：“司机师
傅，感谢你这一路上的照顾，
你的服务真贴心，让我们心
里暖暖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想好好感谢你！”“真的
没什么，你们注意安全！”

王宇艇笑着摆摆手，小
跑着上了车，继续上路。看
着倒车镜里，两人互相扶持
着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上，
王宇艇开心地笑了。

残疾夫妇乘车遇困难
公交司机服务暖心田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
员 杨莉）9 月 2 日尖草坪区消息，
该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在一
些试点小区，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环环相
扣，垃圾分类已经成为许多居民的
生活习惯。

每日上午9时许，尖草坪区丰颂
苑小区的居民就会来到小区分类垃
圾收集点，将家里的垃圾分门别类地
放进垃圾桶。大约1小时后，保洁人
员会将垃圾运至小区附近的垃圾分
类归集站。“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做好垃圾分类，也是城市文明的体

现。”小区居民刘福全说，刚开始实行
垃圾分类的时候确实比较困难，大家
普遍抱怨垃圾分类投放太麻烦，很难
改变“一包丢”的扔垃圾方式。

为此，小区所在的汇丰街道开
展不定期宣传，让垃圾分类意识一
点一滴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
在每个投放点安排督导员值守，帮
助居民将垃圾归类。时间一长，居
民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垃圾经过居民分类投放之后，
有效减轻了垃圾分类归集站的工作
量，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在垃圾分
类归集站，不同种类的生活垃圾分

区存放，这里设置了纸类、塑料类、
玻璃类、金属类、衣物类五个存放区
域，工作人员按照类别将垃圾堆放
整齐。此外，垃圾分类归集站还设
置了专门的清洗区，工作人员会将
所有垃圾桶里里外外冲洗干净，确
保没有异味产生。

有了垃圾分类归集站，小区垃
圾不出街道就可实现就地处理。站
点负责人郑巍说：“垃圾分类归集站
可以做到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就拿厨余垃圾来说，每天经过
分类处理后，可以就地减少垃圾存
量 85%以上。”

尖草坪区：推进垃圾分类 美化社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
员 郭瑶）9 月 1 日万柏林消息，为
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给辖区居民营造文明、整洁、绿色、
和谐的居住环境，小井峪街道及所
辖社区积极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制，目前辖区商铺摸排 2533 家，公

示牌领取 2500余份，公示牌覆盖率
达到 98%以上。

小井峪街道充分发动社区网
格员进行一日两巡查，并做好相
关记录，对重点门面房加大监督
等。同时，街道执法队与社区形
成联动机制，针对饭店门口的油

污、门店周围的垃圾、橱窗广告，
以及电动车乱停放等问题进行联
合整治。另外，街道创新工作方
式，对沿街门店开展流动红旗评
比，以此激励各个店铺自觉维护
好门前环境。

“门前三包”公示牌覆盖率达98%

本报讯（记者 毕晶晶 通讯
员 杨润德 梁月仙）9月 1日晋源
区消息，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调动起全民参与创建的
积极性，义井街道将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纳入创建工作重点，认
真部署，迅速行动，狠抓落实，推动

“门前三包”工作做细做实。
守好“组织关”，强化领导“顺”

机制。街道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采取定
格、定员、定岗模式，实行路段划段
管理，上下联动开展常态化巡查，
加强对主要街道、重点部位的监督
管理。建立“一巷一组”综合治理
机制，对“门前三包”交通管理责任
单位、商户等产权单位明确管理范

围、标准和要求，为“门前三包”工
作顺利开展提供针对性保障。

守好“监督关”，严格监督“强”
治理。加大检查监督的频次和力
度，对门店经营户“门前三包”责任
制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考评“回头
看”，对发现的 196个问题督促并已
整改到位。目前，街道共签订“门
前三包”责任书 1400余份，“门前三
包”交通管理责任书 512份。

守好“宣传关”，加强宣传“造”
氛围。通过 LED 屏、宣传栏、微信
群等平台，采取发放宣传资料、进
店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等方式，加强
对各临街单位、门店经营户的宣传
教育，督促他们自觉履行“门前三
包”责任，搞好自己的“自留地”。

下一步，义井街道将继续坚持
问题导向、多措并举，把“门前三包”
工作作为推进创城工作的重要抓
手，通过畅通举报渠道，完善奖惩机
制，对落实“门前三包”不到位的商
户通过“警告一批、整改一批、治理
一批”，持续优化街容环境，切实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义井力量。

义井街道：守好“三个关” 落实“门前三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