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叶陈芬）昨日，
记者从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获
悉，2018 年，全市医保系统认真贯
彻上级各项决策部署，深化医保体
制改革，在推进药品阳光采购、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保基金安
全管理、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等方面下功夫，稳步提高参保
人员待遇水平，不断提升医疗保障
能力。

在参保覆盖面方面，截至 2018
年底，我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保
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较上年同期均
有不同比例增长，基金收支平稳运
行，基本医保和生育保险覆盖面得
到有效巩固。全市基本医保综合参
保率达 97.75%。其中，城镇职工医
保参保37.18万人，较上年同期增长
2.83%，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入 9.27
亿元，支出 7.23亿元，当年结余 2.04
亿元，历年累计结余7.47亿元；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 281.92 万人，城乡居
民医保个人缴费 180 元/人，政府补
助 490 元/人，基金收入 18.93 亿元，

支出 18.21 亿元，当年结余 0.72 亿
元，历年累计结余8.86亿元；生育保
险参保29.94万人，较上年同期增长
2.5%，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7146.50
万元，支出 9077.72 万元，历年累计
结余8708.12万元。

在信息建设方面，我市认真落
实 2018 年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大力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村级便民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实
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省、市、县、乡
四级联网经办。对 834 个行政村
(社区)实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便民
信息化经办系统建设，打通“最后一
公里”，实现“五级联网”，城乡居民
医保业务申办“不出村”。 同时，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投入 2835 万
元，改造原有的医保信息系统，建成

以医疗保障业务经办、药械联合限
价采购配送、支付结算为核心的“三
保合一”信息系统，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上线运行，为我市医保制
度大整合、全覆盖、深监管提供坚实
保障。

在完善医保制度方面，去年我
市统一了城乡医疗救助政策，于 5
月 10 日出台全市统一的城乡医疗
救助办法，实现城乡医疗救助政策
一体化，落实医疗救助基金市级统
筹、改进医疗救助管理模式，实行
统一的医疗救助待遇标准，加大救
助力度，城乡救助对象特殊门诊救
助和住院救助全年累计限额提高
到 2.5 万元，较以往标准高出 1 万元
左右。

在医疗扶贫方面，我市进一步

落实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政策，
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和改进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困难人员的精准扶贫
医疗叠加保险工作，做到应助尽助、
一个不漏，有效缓解因病致贫返贫
问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市医疗
保障兜底机制，织密相互融合互为
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在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叠加保
险的基础上，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
实施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扶
贫补充保险政策，提高贫困人员医
保报销比例，对 13 种重大疾病患者
个人负担部分实行全部兜底支付，
使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据
统计，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医疗叠加保险
7865 人 ，实 际 发 生 医 疗 总 费 用
4898.35万元，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医疗叠加保险、补充保险
(个人负担补助+大病兜底支付)等
合计报销 4501.42 万元，报销比例
91.90%，实际报销水平较上年同期
上升21.26个百分点。

●834个行政村(社区)实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便民
信息化经办系统建设。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医疗叠加保险7865人。

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消缺需要，拟对下
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若遇下雨等特
殊天气，可能取消相应区域停电。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停、
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或者涉及用电
安全事宜，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
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9-03-23 07:00-17：00,线路名称:10kV云淡
村环网柜雷东 II线972线902间隔至末端,停电范围:云淡村林宜生
(专)、八都镇下汐村、云淡村宁德八都慈化寺(专)、云淡村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专),工作内容:取消计划停电。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微信号 sgcc-fj），并绑定用
电户号，可快速查询停电信息、日（月）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9年3月21日

取消停电通告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福鼎市旭丰灯饰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4 日的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
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郭如平
联系电话：13799803760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桐城街道流

美路二巷49号
福鼎市旭丰灯饰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郭如平 副组长：林丽汝
2019年3月21日

公 告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腾记黄焖鸡米饭店、刘建花:

你店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在网络订餐
平台餐饮服务经营活动主页面未及时更新食品经营许可证信息
一案，我局已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告知书》，
你店未提出听证申请，因你店搬离原经营场所，未提供有效联系
地址等原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店公告送达我局（宁）食
药监食罚〔2018〕4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内容如下：一、在
网络订餐平台餐饮服务经营活动主页面未及时更新食品经营许
可证信息：1.责令立即改正；2.警告。二、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
事食品经营活动：1.没收违法所得 2494.72 元；2.并处罚款 55000
元；上述罚没款共计 57494.72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宁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宁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3月21日

年处理3万吨废旧轮胎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我单位已委托福建省环安检测评价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编制《古田县环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理 3 万
吨废旧轮胎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现已完成征求意见稿，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部令 第4号），现向社会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征求意见稿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jHHEDwzSJ9pmQqZ6K0XMw 提取码：zzu7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居民，包括：鹤塘镇区、西洋村、松竹村、双洋

村、厚洋村、郑洋村、苏洋村、灵龟村。
三、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见：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 665329.html 。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对该项目将选用网络、报纸等多种形式公示，公众可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发送

信函、邮箱、传真等方式发表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的意见看法。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本公示发布后十个工
作日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
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建设单位：古田县环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宁德市古田县鹤塘镇西洋村际头路31号
联 系 人：孙总
联系电话：18650753355
电子邮箱：592032718 @qq.com
环评单位：福建省环安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3月29日（十个工作日）

古田县环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1日

张玉灼：
本院受理原告宁德市华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玉灼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9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林承辉、龚爱玉：
原告韩克明诉你们典当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公
告

雷书燕、钟爱平
本院受理原告王承群与被告雷书

燕、钟爱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
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1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詹友铃、吴新春：
本院受理原告杨维嘉与被告詹友

铃、吴新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
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1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宁德市三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薛树华与被告宁德市三

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朱家旺：
本院受理原告福建省九龙房地

产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家旺商品房预
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闽 0902 民初 218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1日

22版版 本市· 编辑：邱建平 电话：2805132 邮箱：ndmdrb@163.com
美编：吴城鑫 校对：陈建春综合 2019年

3月21日

本报讯（记者 陈薇）3 月 20 日，
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
杨方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明确医保工作要求，
把握医疗保障事业正确方向。把惠民
生作为医疗保障改革主要目标，把保
基本作为医保工作的主攻方向，把获
实效作为医保工作的检验标准。要推
进落实医保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医疗
保障工作水平。推进“三医联动”改

革，完善医疗保障政策，深化支付方式
改革，做好药械阳光采购，强化医保稽
核监管。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医
疗保障事业提供坚强保障。坚定不移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持续加强干部队伍的建
设。要按照国家和省、市的统一部署，
切实担负起医保部门的使命和责任，
勇于创新，积极作为，努力谱写我市医
疗保障事业的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郑凯）3月20日，全
市理论宣讲轻骑兵工作暨“学习强国”
平台推广运用工作会议召开，总结
2018年全市理论宣讲轻骑兵工作情况
和“学习强国”平台推广运用情况，部
署2019年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2018 年全市理论宣讲
轻骑兵继承弘扬习总书记倡导的“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的光荣传统，
按照省委、市委的部署安排，深入基层
开展宣传宣讲，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
计开展1.5万多场宣传宣讲活动，直接
受众 162 万人次，并荣获全国“理论宣
讲先进集体”和“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先
进集体”，在全市持续兴起“大学习”热
潮，有效推动新思想“七进”工作。同
时，“学习强国”平台于今年1月1日上
线以来，截至3月19日，我市学员人数

达 172953 人 ，占 全 市 党 员 总 数 的
115.08%。

会议强调，我市各级宣传部门与
相关单位要高举旗帜，守正创新，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推动理论武装
走深走实走心，精心打造“理论宣讲轻
骑兵”品牌，全面实施理论进基层“百
千万”工程，通过“大宣讲”掀起“大学
习”的热潮。坚持多措并举，用好用活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做到领导干部
带头学，组织集中学习，帮扶结对学
习，开展平台供稿，强化督促考核。要
坚持凝心聚力，思想认识要进一步深
化提升，沟通协调要进一步顺畅有力，
宣传阵地要进一步巩固发展，工作机
制要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全年实施“一
二三”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
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讯（记者 张颖珍） 3 月 19
日，宁德师范学院召开师生座谈会，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部署下一步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
作任务。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新
闻，听取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精神解读。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是新时代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

会议要求，要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坚持党政齐抓
共管，理直气壮地开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要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3 月 19 日，记者从
福安市船舶行业协会获
悉，去年福安市新造远
洋渔业船舶 50多艘，产
值超 8 亿元。据了解，
随着我省远洋渔业的发
展，我市船舶企业积极
适应市场需求转型，在
产品上注重相关船舶类
型的研究和生产，赢得
市场订单。图为福建华
海晟世重工有限公司生
产的远洋渔船。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黄晨光 摄

本报讯（吴通华）3 月 19 日，在
寿宁县鳌阳镇横埕村的农田上，农
民们正在使用微耕机、深翻机进行
土地深翻，呈现繁忙的农业生产景
象。“这台多功能微耕机可以浅翻，
也可以深翻，效率相当于 20 多个
劳动力。”正在使用微耕机翻地的
青年农民周福田对发展特色农业充
满信心。

周福田是一位新型职业农民，
去年从新疆引进雪莲果进行试种，
并获得成功，每亩效益达 8000 多
元。今年，他在离县城 3 公里的横
埕村流转 20 亩土地，全部用来种植
雪莲果和紫山药。他购买了微耕
机、深翻机、割灌机，并能熟练操作，
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近年来，寿宁县以发展特色高

效农业为抓手，加强粮安工程建
设，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
落地。在惠农强农政策，特别是国
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下，该
县在犀溪镇武溪村和南阳镇花岭
村等地，成功推广适应山区特点的
小型水稻联合收割机、小型插秧
机、山地果园轨道运输机、采茶机、
植保无人机、烘干机等新机具。为

使农民真正享受到农机补贴惠民
政策，该县农机局深入各乡镇、各
自然村逐一入户核实农机具，同时
进行政策宣传、提供咨询服务。新
机具的使用不但减轻了农业生产
的劳动强度，还大大提高了作业效
率和经济效益，为规模化生产创造
了条件，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

全市基本医保综合参保率达97.75%
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全 市 理 论 宣 讲 轻 骑 兵 工 作 暨
“学习强国”平台推广运用工作会议召开

宁德师范学院召开座谈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寿 宁

推广新型农机具助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龚键荣 通讯员 杜

静）为确保减税降费落实落地，宁德
市税务局日前通过举办“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房地产中介行业减税降
费”座谈会，向宁德市房产中介协会及
多家房产中介企业宣传税务新政，解
答相关疑问。

今年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以“新
税务·新服务”为主题，提出以便捷高
效的新服务来充分释放机构改革的红
利，促进微观市场主体发展。

在座谈会上，我市房产中介企业
针对办税服务厅“一窗式受理服务”办
税流程部门的衔接、二手房评估价格

未公开、商业店铺的评估价格与意向
交易价存在差距等热点问题，与税务
部门进行了交流。

宁德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负责人
详细介绍了简化办税程序、精简报送资
料、扩大税收优惠备案改备查范围、清
理税务证明事项等服务制度，指导房产
中介人员高效便捷办理税费业务。

市房产中介协会执行会长游碧春
表示，过去房产中介人员最担心的是
排队办税，现在随着税务部门优化纳
税服务，办税越来越便捷，涉税资料越
来越少，大大减轻了房产中介公司的
办税成本。

宁德税务局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助推减税降费落实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