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承担超过1.5万元的还可享受居民大病保险待遇

6 民 生 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沈燕 责任校对：周彦 美术编辑：王露

电话：87863164邮箱：sheny@yzrb.com

高档 100 300 50 50%

一个医保年度内待遇表 单位：元

缴费档次 起付线 报销医疗费用限额 单日限额 比例

村卫生室或社区卫生服务站

2019年在校学生参加居民医保工作启动

缴费190元/人·年
可享高档标准医保待遇

最近，我市不少中小学学生领到了
社会保障卡，新一年度的参保缴费工作已经

展开。据了解，在校学生、未入学（托）的未成年居民
和新生儿2019年度个人缴费190元/人·年，可享受个人
缴费高档标准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在校学生由学校代为统一办理参保
登记和个人保费代征工作， 参保缴费期
为每年9月1日至12月15日，待遇享受期：
次年1月1日至12月31日，2019年缴费标
准：190 元/人·年。

在本市范围内首次参保的新入学
在校学生 ， 在取得学籍并按期足额缴
纳下一年度城乡居民医保费 ， 自到校
报到之日（9月1日及以后 ）起开始享受
相应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如在外地
已经参保并在待遇期内 ， 不得重复享
受待遇）。

二级医院 400 70% 75%
三级医院 600 65% 70%
转外就医 1000 60% 60%

住院方面，一个医保年度内，住院高档待遇标准 单位：元

医院等级 起付线 起付线-10万 10万-最高 最高

（含） 支付限 支付限额

高档 高档 高档

一级医院 200 90% 90% 23万
200 75% 75%

首诊医院
非首诊医院

参保人员未按规定履行转诊手续，
在市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起付
标准至该档次最高支付限额医疗费用

的报销比例为50%。市外定点医疗机构
为北京市、上海市、南京市及苏州市域
范围的医保定点三级医疗机构。

一个医保年度内， 参保人员因住院
（含转外住院） 和一类门特诊发生的合
规费用 ，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 ，个人
承担超过1.5万元的可以享受居民大病
保险待遇。

具体为:
1.5万-6万（含6万）报销50%；
6万-10万（含10万）报销55%；
10万-15万（含15万）报销60%；
15万以上报销65% （一类门特诊患

者15万以上报销70%）。
参保困难人员大病保险起付标准比

普通参保患者降低50%， 大病保险
各分段报销比例比普通参保患者
提高5个百分点。

缴费标准为190元/人·年
由学校代办

按高档标准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据了解， 在校学生按个人缴费

高档标准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在门诊统筹方面， 城乡居民所

在参保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
镇卫生院 （18家农村区域性医疗卫
生中心） 为参保人员首诊基层定点

医疗机构。参保人员（大学生除外）持
社会保障卡（证）在首诊基层定点医
疗机构 （即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
及其所属并实施人、财、物等统一管
理的村卫生室或社区卫生服务站门
诊就医，享受门诊统筹待遇。

其中，一般诊疗费纳入门诊统筹
基金报销范围，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报销金额9元/次，村卫生
室或社区卫生服务站报销金额为5
元/次。

在门诊特殊病种方面，分为一类
（恶性肿瘤、血透、血友病及肝、肾器
官移植 ）；二类 （高血压合并靶器官

重度损害、 糖尿病 〈合并感染或有
心、脑、肾、眼、神经并发症之一者〉、
冠心病、中风后遗症、慢性肝炎和肝
硬化〈失代偿期〉、肺结核、慢性肾功
能不全、系统性红斑狼疮、精神分裂
症和情感性精神障碍、 再生障碍性
贫血、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病
及综合症）。

还可享受
居民大病保险待遇

五种情况医保基金
不予支付

并非所有费用都能由医保基金支

付。据了解，医保基金不予支付的情况
有五种：

记者 吴丹

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
付的费用。

1

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费用。2

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费用。3

在境外就医所发生的费用。4

其他不属于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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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6家停止办学 21家责令整改

我市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行动目

前已进入整改攻坚阶段。昨天，记者

从市教育局获悉，截至10月10日，全市有

证有照机构已全面整治，仪征市、宝应县、

邗江区和江都区已经启动对有照无证机构

的整治，先后下达整改通知书27份，其中6

家停止办学，21家责令整改。

市教育局职社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 根据国家和
省统一部署， 第一阶段摸底排查工作

于6月底顺利结束，全市共排查校外培
训机构1415家。7月开始第二阶段集中
整治工作，截至10月10日，全市有证有
照机构已全面整治。

全市有证有照机构已全面整治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改必须有制
可依。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在多方征
集意见的基础上， 扬州市校外培训机
构管理联席会议印发了 《扬州市民办
非学历教育机构许可管理工作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民办非学历
教育机构名称、办学场所、教学点、注
册资金、风险准备金、办学内容、机构
负责人、专兼职教师、章程制度、党组
织建设、许可职责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治理整改校外培训机构不能一
刀切， 要让校外培训机构了解政策精
神，能整改的及时整改。”该负责人透
露，9月28日， 联席会议召集市教育局
审批并直接管理的校外培训机构开
会，宣讲相关重要文件精神，要求他们
对照要求立即整改。

培训机构治理整改有制可依

记者了解到， 市教育局下一步将
加大督查力度， 牵头校外培训机构管
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织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11月初将进行第一次抽查，将
对整治工作开展不力的县（市、区）进
行通报。

“居民住宅不得作为办学场所，消
防、安全都必须达到要求，教育培训机
构教师必须持有相应的 《教师资格
证》，严禁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都是
接下来严查的重点内容。”相关负责人
表示，截止到上半年，扬州市在工商部

门登记的培训机构有1939家， 但在教
育部门领取办学许可证的只有 124
家，“根据《意见》要求，面向中小学生
开展培训，实施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
相关或者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
导等文化教育活动的民办教育培训
机构 ，由市 、县 (区 )教育行政部门许
可”。

县（市、区）整治不力将被通报

记者 楚楚

樊川船闸停航抽水检修
10月18日上午8时， 江苏扬州境

内盐邵河航道樊川船闸停航实施抽
水检修，计划于11月17日复航。

樊川船闸上游连接京杭运河邵
伯段 ，下游连接盐城 、泰州 、南通等
地，1976年建成通航， 至今已累计通
过船舶1.87亿吨， 过闸货物量1.11亿
吨，有力带动了苏北里下河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内河航运资源优势和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此次检修主要项目包
括引航道护岸修补及水下护坦维修、
闸室闸首清淤、闸阀门及启闭机运转
件检修更换、 闸首边墩增设钢护面、
过河控制电缆桥架更换、监控系统升
级改造等。工程的实施将有效解决通
航多年后存在的风险隐患，保障船闸
运行安全和船舶航行安全。

戴金忠

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近期，仪征市在全
市农村基层开展“清廉乡村”行动。据
了解，“清廉乡村”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正风明纪净源工程、权力运行阳光工
程、民生保障连心工程、惩腐肃贪亮
剑工程、 责任落实强基工程等5项工

程、16项重点任务、43项具体举措，针
对每一项具体措施都明确了完成时
限、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每季度召
开工作调度会议， 现场汇报点评，严
格督查推进，对工作落实不力、进展
缓慢的， 视情对责任人严肃实施问
责。 张春

仪征市启动“清廉乡村”建设

1.1项目预算:9.5万元。
1.2企业具备装饰装修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 项目负责人资格具备小型项目管理师或者
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及以上资质； 近三年来完成
过类似舞台装饰改造项目的业绩。

1.3凡有意参加投标者， 请于2018年10月
22日14：30至17：30（北京时间，下同），在 瘦西
湖路65号 持以下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报名：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项目经理证书
及安全生产B证、近三年来完成过类似舞台装饰
改造项目的业绩 （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
章）、 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身份证、提供社保部
门出具的2018年7月～2018年9月投标单位为经
办人、 项目经理缴纳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的证明
材料。

1.4联系人：谢工 电话：0514-87116778

何园舞台装饰改造工程
招标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10：00在宝应县

苏中南路凯润金城北门市110＃举行公开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宝应制梁场转让给氾水镇
人民政府的一批办公、食堂、机械、工程设备及定附着物（详见
清单）。
二、展示时间和地点：

集中预约于2018年10月24日前至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条件及须知：

1.报名参拍登记截止于2018年10月24日17：00。
2.意向人需向我司缴纳参拍保证金叁拾万元（账户名：扬

州润扬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 宝应工行营业部； 账号：
1108200119100053901）。

3.报名截止前意向竞买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及保证金交付
凭证（以银行到账为准）来我公司办理报名参拍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宝应县苏中南路凯润金城北门市110＃
联系电话：15050738799
15050739799 0514 -

88555678
公司网址：www.yy-pg.cn
扬州润扬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8日

拍卖公告

我们的节日·重阳
重阳节，为百岁老师庆生

本报讯 （王久平 楚楚）
昨天是重阳节，一场特殊的百
岁生日宴让这个传统节日变
得格外有意义。生日会的主角
是扬州大学教科院附属竹西
小学朱斌老师。

“好家风如阳光，知礼仪
懂感恩，好家风是大海，明事
理懂谦让……”扬大教科院附
小的师生们的快板表演《诵家
风》，节奏明快、朗朗上口。之后
师生们又送上了精心准备的
贺礼：一段寻访视频。朱斌老
师看得津津有味，听得聚精会

神，连连点头，乐得合不拢嘴！
不久前，扬大教科院附小

的孩子们来到朱斌老师的家
中，寻访了百岁老人，聆听了
他的家风家训以及长寿秘诀。
谈到家风，朱斌老师脱口而出
“学好人、做好人、成好人”，人
只有心坦荡、肯付出，自然心
胸宽广，神清气爽，岂能不长
寿？ 在朱斌老师的百岁寿宴
上，宾朋们也深切感受到了优
良的家风底蕴、和睦的家庭氛
围，子女们孝亲敬长，家人们
健康长寿。

银发婚纱照别样美

余林社区给老人送去重阳礼

本报讯 （张连晨 董鑫）
昨天是传统节日重阳节，邗江
区蒋王街道余林社区给社区5
对老人送去一份时尚的节日
礼物———婚纱照。

当天上午，老人们陆续走
进社区，某婚庆礼仪服务中心
老板胡有才早早等候在此。在
社区会议室，69岁的陈国莲正
在化妆、试婚纱，她的老伴顾
健则在旁边等待，一身的西装
革履，看上去既精神又帅气。

“我们俩1974年领的结婚
证， 一晃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啦。” 顾健乐呵呵地说道，“没
想到今年重阳节，社区专门请
人给我们拍照，真让人惊喜。”

负责拍摄的胡有才，一会
帮老人整理婚纱、西装，一会
逗老人露出笑脸，忙得不可开
交。“敬老尊老是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当社区跟我说了活动
想法后，我立马支持，不收任
何费用。”他笑着说。

“通过拍婚纱照，让老年
夫妇重温浪漫、 分享生活感
悟，让年轻人了解长辈的人生
故事，更加敬老爱老。”余林社
区党总支书记李国祥表示。

本报讯 （苏宣 丁云 王卓） 昨天，苏北医院脊柱外科304
病区开展了“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活动，病区医护人员精
心准备了鲜花和重阳糕，为住院的65岁以上老人送上温馨的节
日祝福。87岁的余淑娟老人激动万分。她说，怎么都没想到，在
医院看病还能收到医生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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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阳 节 前

夕， 广陵区曲江
街道沙口村组织

村里退休老党员、
老干部和老职工

游扬城、逛省园博
会，感受扬州城市
发展新变化。
金麒 默然 摄

老党员喜逛园博会

宝应投入2亿元推进扶贫
本报讯 （何永锦） 为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全面落实
农村“三保五助”扶贫政策，今
年以来， 宝应县积极谋划高位
部署，全县上下聚焦聚力，突出
重点扎实推进。

政策落实人性化。 在水、
电、有线电视、就学费用减免等
13项扶贫政策落实办理流程
上，从“不跑腿”角度出发，将核
准的低收入农户人口信息提供
给相关部门（单位），在对象户
办理缴费等业务时“窗口”直接
减免（享受）；在农村低保、危房
改造、小额信贷等5项扶贫政策
落实办理流程上，从“少跑腿”

角度考虑， 最大限度简化申领
手续程序。

资金保障项目化 。2018年
该县落实农村扶贫政策约需投
入资金2亿元，其中县、镇财政
承担1.5亿元左右，与去年相比
新增7000多万元， 该县组织相
关部门负责人逐项 “过堂”，保
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同时，该
县编印4.6万份《扶贫政策宣传
手册》和《致全县建档立卡低收
入农户的一封信》 发放给党员
干部、 社会各界人士和低收入
农户， 组织全体结对帮扶责任
人向低收入农户开展面对面的
宣传。

档次 起付线 报销比例 支付限额

一类 二类 一类 二类
高档标准 500 参照住院 70% 参照住院 2000

一个医保年度内门特诊待遇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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