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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上级部署，市
医保局全力以赴做好异地就医
联网结算工作，不断加大政策宣
传、优化服务流程、明确办理手
续，高质量实现“医保漫游”，越
来越多的参保人员享受到这项
惠民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异地就
医参保人员，提高了参保群众的
获得感。

扩大“三类人员”登记备案

范围。 我市异地退休安置、异地
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人员结
算备案范围由以往的在安置地、
居住地选择两家医疗机构扩大
到就医地市或省份，实现了根据
病情、居住地、交通等情况，自主
选择就医地开通的跨省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就医。优化简化了三
项工作流程。优化审批流程。在
同一家医疗机构多次治疗的参
保患者， 办理一次备案手续即
可，无需多次办理。 优化转诊转

院流程。 对异地转诊人员，由本
市具有转诊资格的定点医疗机
构出具转诊转院意见，并通过医
保信息系统将信息报送至经办
机构，为参保患者办理转院就医
手续，无需参保人奔波办理。 简
化备案流程。对新增异地退休安
置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只需携
带社会保障卡和居住证到我市
社会保险服务大厅窗口，即可完
成异地联网备案登记手续，取消
就医地一切审批盖章手续。实现

“一站式”服务、“一单制”结算。
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实施后，我市
参保患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异
地就医“一卡通”刷卡联网结算。
参保患者前往异地就医登记备
案医院进行治疗，期间发生的住
院医疗费用，执行就医地支付范
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疗保险药
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
施标准），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和
最高支付限额等报销政策按照
本市规定执行。 出院结算时，只

需缴纳按规定应由个人负担的
医疗费用，实现“一站式”服务、
“一单制”结算。 2018年至今，我
市整理上传个人备案信息至统
筹区 28956人，上传跨省直接结
算备案信息 44957人次。我市参
保人员异地联网结算成功 8418
人次，费用总额 18557.91万元，
基金支付 10542.20万元； 成功
结算外地医保 117人次，涉及费
用总额 123.49万元， 基金支付
91.68万元。

本报讯 我市即将进入汛
期，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防
汛会议精神，强化应对极端天气
的通信保障能力，5 月 14 日，淮
北移动公司在烈山区新蔡化家
湖水库开展防汛应急通信保障
演练。

此次演练在吸取去年 “8·
18” 特大台风保障经验的基础
上，本着“贴近实战、周密组织、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对
演练方案、演练科目、物资调度
等做了优化完善，共设置海事卫
星电话拨测、基站排涝、跨河运

送物资、传输光缆抢修、基站应
急发电、 临时基站开通六大科
目。 模拟灾区通信设施遭受雷雨
大风破坏，部分机房及通讯设备
受损等情况下的应急处理过程。

演练还模拟了临时采用无
线微波开通基站的场景，为无法
抢修区域提供通信服务等。 演练
历时 1个小时。

目前，淮北移动通信保障应
急预案体系已基本形成，应急体
制机制不断完善，应急管理工作
高速发展。 今后将在“软硬实力”
建设上下功夫， 培养分类科学、
训练有素、 战斗有力的应急队
伍，为广大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
通信服务。

本报讯 近日， 一台新型智
能 POS 机亮相杜集区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窗口，当事人通过手机
支付宝、微信扫码支付，当场即
可完成诉讼费交纳、执行案款支
付等业务。

传统 POS 机仅支持银行卡
刷卡缴费，支付方式单一，不能
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为拓展支付
渠道，杜集区法院积极与银行合
作，配备了新型智能 POS机。 新
型智能 POS 机集银行卡、 支付
宝、微信支付于一体，提供多渠
道支付方式，当事人在完成刷卡
或扫码、支付后，款项直接进入
法院对公账户，当场打印交费凭
证，方便快捷。该 POS机的使用，

一方面有效避免了在非工作时间
当事人取现或因无网上银行等无
法转账的不便，在有效减轻当事
人诉累的同时，也提高了法院工
作效率；另一方面也能有效防止
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以不方便
转账为由拖延执行，有效保障申
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法院
推进“江淮风暴”执行攻坚的有力
“帮手”。

近年来，杜集区法院坚持深
入推进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
设， 注重诉讼便民服务的优化升
级，使更多的司法业务可以在线
完成。 新型智能 POS机自今年 5
月 5日正式启用以来， 已提供缴
费、 支付服务 29人次， 总金额
53.9万余元， 受到当事人的一致
好评。

5月10日，市民们在改造后的相山家园菜市场买

菜。

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基础设施、环境面貌和管理水

平，营造卫生、舒适的购物环境，自2018年起，相山区

商务局结合辖区群众实际需求，牵头实施菜市场改造

提升工程，计划升级改造相山家园菜市场、鹰山路菜市

场、特凿菜市场等7家菜市场，改造内容包括摊位布

局、电气安装、排风排烟、给水和监控等项目，设计资金

250万元，项目完成后将极大改善市民购物环境，更好

地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本报讯 5月 13日， 随着道
路交通标线的施划完成， 标志着
桓谭路（长山路—站前广场段）正
式改造完工。

桓谭路是通往火车站的一条
主要道路，由于部分道路狭窄，在
交通高峰期时， 经常造成交通拥
堵严重。 为了解决桓谭路火车站
段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市政工程管理处根据全市文明创
建 2019年第二次联席会议部署，

于 3月下旬对桓谭路火车站广场
至长山路实施了拓宽改造。

本次改造对北侧行车道拓
宽， 增加北侧非机动车道及修复
人行道、铺设排水管道、重新调整
施划交通标线等， 改造范围约
100米。

改造后的桓谭路 （长山路—
站前广场段）路段增加了两车道，
设置了非机动专用车道， 交通标
志线为三进两出， 道路线形更加
流畅，通行能力得到了提升，有效
缓解了该路段的交通拥堵问题。

本报讯 近日，一则“飞机
撒药治白蛾”的消息在微信群及
朋友圈里被广泛转发，这让不少
市民忧心不已。 记者从市园林
部门了解到，这则看似真实的消
息，已被确定为网络谣言，请广
大市民不要轻信。

记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该
消息内容为:“巿园林办通知：本
月 15 日—25 日室外不要晒被
子、衣服，不要吃外面的食物（烧
烤等露天食物）。尽量减少郊外、
户外活动。 飞机撒药治白蛾，大
家把爱心传递下去———园林办
通知。 ” 看到消息后，许多市民
信以为真，并劝解自己的家人朋
友按照信息提示内容做好防

备。
这则消息是真的吗？5月 14

日，记者致电市园林局，已确定
该部门没有发布过这则消息。

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飞机撒药治白蛾”这一网络炮
制的假消息，前两年已在全国多
城市出现，今年再次在微信群里
传播，主要内容如出一辙，这次
的消息仍然是谣言。 据了解，我
市没有“园林办”这样的机构，市
园林局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下
属事业单位，全称是淮北市园林
管理局。 另外，市园林局不可能
使用飞机这一大范围喷洒的方
式，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我市
城区主要采取绿化喷洒车和人
工喷洒相配合的方式进行病虫
害防治。 且进行药物喷洒作业

时，人流量大的路段会在夜间进
行，人流量小的路段，喷洒前也
会有工作人员疏散群众，且病虫
害防治药物均是环保型药物，经
过稀释后才对植物进行喷洒，广
大市民无需担心。

市园林局在此提醒广大市
民和网友，大家应以官方发布的
信息为准，对未经求证的网络信
息不要轻信，更不要以讹传讹，
肆意传播。 病虫害防治为四季
中园林绿化养护主要内容，除冬
季频次较少外，其他时间均会针
对不同病虫害高发期进行集中
药物喷洒作业。 市民如遇到病
虫害防治喷洒作业， 请绕道行
走，避免直接接触药物。另外，路
边绿化树果实也请勿采摘，避免
误食残留药物。

本报讯 5月 13日， 记者
从市商务局获悉， 根据监测系
统数据分析，与前周相比，监测
的我市 68 种商品中，20 种商
品价格上涨，占 29.4%，18种商
品价格下跌，占 26.5%，30种商
品价格持平，占 44.1%。

猪肉价格持平。 农贸市场
精瘦肉零售价格 28.67 元/公
斤，周环比持平。 目前，我市猪
肉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进
入立夏后， 肉类商品进入消费
淡季。预计后期，猪肉价格将以
平稳运行为主。禽、蛋类价格持
平， 白条鸡零售价格 18元/公
斤，周环比持平。鸡蛋零售价格
9.93元/公斤，周环比持平。 目
前，我市鸡蛋产品供应充足，价
格平稳。预计后期，鸡蛋价格或
将小幅下跌。

水果批发价格上涨。 监测
的 4 种水产品批发均价 6.36
元/公斤，周环比上涨 13.37%。
随着本地应季水果逐渐上市，
预计后期， 水果价格或将小幅
下跌。

水产品批发价格小幅上
涨。 监测的 4种水产品批发均
价 9.8 元/公斤， 周环比上涨
0.5%。目前，我市水产品供应充
足，价格基本平稳。 预计后期，
水产品批发价格不会出现大的
波动。

蔬菜价格下跌。 监测的
17 种蔬菜零售均价 6.85 元/
公斤，周环比下跌 3.66%。 进
入夏季， 地产蔬菜供应量增
多， 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市场供大于求，而居民消
费需求总体平稳， 预计后期，
本市蔬菜价格将仍将持续小
幅下行。

本报讯 日前， 杜集区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各镇
（街道）食安办、区教育局、住建
局、民政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以餐饮服
务单位为主体的食品安全大检
查。

针对入夏时节食物中毒和
食源性疾病高发、多发的特点，
此次大检查主要以学校、 托幼
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食堂
为主，大中型酒店、餐馆以及群
体性聚餐配送服务单位为基础
的专项整治活动。检查过程中，
突出对餐饮服务单位环境卫生
条件、厨房卫生设施的检查，查
看卫生状况是否符合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规范要求， 对达不到
相应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检

查食品原辅料、 食品添加剂索
证索票验收登记制度是否严格
落实， 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
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 检查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经营许可证
经营条件和经营范围， 严禁超
范围制售凉菜、 生食水产品等
高风险食品行为； 检查餐具消
毒设施是否正常有效运转，集
中配送的餐饮具是否采购自正
规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加强
餐具消毒效果监测。

通过检查， 督促强调餐饮
服务单位提高安全意识， 做到
守法经营、 规范经营、 诚信经
营， 切实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
责任。 同时有针对性地对餐饮
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知识、不良反应应
急处理等业务技能培训， 增强
防范意识， 消除餐饮环节食品
安全隐患。

本报讯 每年 ５ 月是淮北
杨絮飘飞的高峰期， 无孔不入
的杨絮给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同时也是不小的火灾隐患。

据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
中心统计，5 月 6 日凌晨至 5
月 12 日凌晨， 全市共发生杨
絮火灾 510 起，出动消防车辆
580 辆次、消防警力 3000 余人
次。 其中，5 月 10 日 13 点 52
分，宋疃镇上河庄杨絮飘飞引
燃易燃物， 致使村民房屋起
火；5 月 10 日 18 点 11 分，四
铺镇黄圩村杨絮聚积引发火
灾致房屋着火，不同程度地造

成人民群众财产损失。
据了解， 杨絮是有机纤

维，表面绒毛与空气中的氧气
充分结合，稍有火星就会被引
燃， 且火焰蔓延速度极快，极
易引燃周围可燃物。 日常生活
中， 杨絮易聚集在绿化带、树
林、农村柴垛等处，更危险的
情况是， 一些木材加工厂、石
化企业等场所， 由于场地空
旷，一些边角地带也容易聚集
杨絮。 这些地方更要注意此类
物质的清理，避免发生较大事
故。

市消防救援支队温馨提
示，避免杨絮引发火灾，市民
及相关单位应注意以下方面：
勤打扫、配纱窗，阻断杨絮入

户； 不要在室外随意点燃杨
絮，及时清理房前屋后聚集的
杨絮；烟民要杜绝随手乱扔烟
蒂的陋习，要确认烟头完全熄
灭后再丢弃；物业公司要每天
清理小区内聚集的杨絮，増加
小区绿地洒水频次，检查地下
室、车库等场所，清理其中的
杨絮；学校要针对此类火灾事
故开展教育，提高学生安全意
识；工厂企业要加强防火巡査
工作，采用洒水、除尘等方式
清理场所内杨絮；乡镇（街道）
要加强防火宣传，组织人员及
时对街道、林地、居民的房前
屋后进行清扫，也可对道路进
行洒水防止杨絮飞散，以免留
下火灾隐患。

本报讯 5月 13日上午，市疾
控中心孟山路预防接种门诊新大
厅正式启用。新大厅在硬件设施进
一步完善的同时，通过服务流程再
造以及“智慧免疫”的推广使用，更
好服务辖区 1.8万名儿童的预防
接种工作。
孟山路预防接种门诊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开工， 严格按照
《2015安徽省规范化预防接种门
诊建设标准》建设。目前，门诊使用
面积 440平方米，设有候诊、留观、
宣教、接种、冷链室、犬伤处理室等
区域，并有健康教育、高清晰视频
系统等配套设施。市疾控中心有关
负责同志介绍，新门诊以方便市民
为目标，合理安排接种流程，登记、
接种、 留观 3个区域一站到底，不
走“回头路”，可有效缓解就诊高峰
力，给市民优质服务体验。

接种门诊安装智慧预防接种
信息系统，提供分时段取号、候诊、
接种、留观、查询统计等一体化服
务，实现儿童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控
制和全流程数据采集。 依托现有
“淮北智慧免疫”微信公众号，市民
还可自助建立预防接种档案，实现
线上预约、接收逾期通知，进行线
上缴费。公众号定时推送疫苗科普
知识，发布疫苗动态信息，极大地
方便了需要为孩子接种疫苗的家
长。 不仅如此，接种门诊宣教室还
将定期开展“妈妈课堂”，向市民宣
传普及疾病防控及预防接种知识。
目前全市共有 42家规范化接

种门诊，其中相山区 9家。 新启用
的孟山路预防接种门诊主要为相
南、三堤口以及南黎街道部分区域
共 20个社区市民提供服务，目前，
门诊每天为 0—6 岁儿童接种
300—380剂次， 成人接种 100针
次左右。

方便异地参保人员 提高群众获得感

我市多措并举实现“医保漫游”
市疾控中心孟山路

预防接种门诊新大厅启用

桓谭路（长山路—站前广场段）
拓宽改造工程完工

淮北移动公司
开展防汛应急通信保障演练

杜集区法院新增智能 POS 机
“码”上缴费、支付更便捷

立夏后我市部分副食品出现价格浮动

杜集区多部门
对餐饮服务单位实施检查

菜市场环境改造提升

朋友圈传“飞机撒药治白蛾”
系谣言

杨絮“发火”频惹祸
消防每天平均接警7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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