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来电：
今年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后的首

次年报，如何做好年报工作？
部门解答：
宁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介绍，为方便当前市场主体申报，目前
有网络、纸质以及微信等多种形式。如
选用网络申报的方式，可登录 http://fj.
gsxt.gov.cn，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福建），点击“年度报告报送”进
行年报填报。个体工商户还可向登记
机关提交纸质年报或者通过“宁德市场
监管”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方

“年报公示”菜单栏的“个体户微信年
报”模块进行填报。

需要注意的是，在网上申报年报时，

若发现年报公示信息有误的，应在6月30
日前及时更正，更正前后的内容要同时公
示。个体工商户以书面形式申报的，其年
度报告内容不再修改。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强调，年报公示
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企业年报的主要内
容包括公司股东（发起人）缴纳出资情
况、资产状况等基本信息，企业要对年
报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企业不及时
年报将直接影响企业诚信，损害企业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长远发展。根据规定，
逾期未公示年报的，将被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标
注为经营异常状态）或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7032 户企业、
2627户农民专业合作社、47053户个体工
商户申报了 2018 年度年报，年报率分别
为28.91%、37.17%、25.76%。企业年报率
居全省第二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居
全省第二位，个体年报率居全省第二位。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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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话务员关注关心老人；线下，
助老员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这种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互联网+智慧养老云平
台”养老新模式在周宁现已渐成气候。

“互联网+智慧养老云平台”已在周
宁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投用。据了解，
该中心依托智能养老信息平台，打造狮
城、七步、浦源、李墩等5个居家养老服务
站，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居
家养老服务新模式。截至目前，该平台
已为该县 3398 名老人提供服务，并培养
多名专业“助老员”开展线下服务。

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量血压、测血糖、理头发、测视力、做
按摩……4月 10日，在七步镇宅头村，周
宁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组织周宁县医
院、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为当地几十位
老人进行义诊、发放药品等各类服务。
工作人员有的扶着老人排队检查、有的
指导老人使用器械，有的手把手向老年
人讲解视力测试手势。在工作人员耐心
指导下，老人们的脸上乐开了花。

除了为老人定期举行义诊外，该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培训专业“助老
员”，每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张
自兴是负责浦源镇浦源村、上洋村等9个
村的一名助老员。他说，平时主要是定
期上门为老人提供各类服务，包括助餐、
助浴、助洁、助急、助医、助行等。

“助老员每个月都会定期过来看我，
只要身体不舒服，一拨打‘12349’电话他
们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帮助我量血压、打
扫家务，陪我说说话。”浦源镇上洋村老
人林一山说。

不仅如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为
辖区 249 名五保户发放了手机。该手机
内设定位芯片，如老人在外迷路或遇上
紧急情况，只要按手机上“sos”键，呼叫
平台就可收到求助信息，并根据定位快
速找到老人。

七步镇官洋村五保户郑铭（化名）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今年 1 月，他独自出门
后意外走丢。得知情况后，当地村干部
第一时间联系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该
平台通过后台的定位功能，仅用时5分钟
就锁定了老人位置，一个小时后，老人在
李墩镇镇区被找回。

与此同时，周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还与周宁县医院、中医院，以及餐饮、家
政、美发等15家单位、企业合作。老人们
只要拨打服务热线“12349”转“6”，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养老服务。

加快居家养老服务建设

4 月 8 日上午 9 时，86 岁的狮城镇长
安社区居民吴熙像往常一样，来到周宁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老伙伴们一起下象
棋、唱闽剧、做健身操。据悉，该中心设
置有保健室、休息室、阅览室、书画室、棋
牌室等，提供生活照料、文体娱乐、健康
养生、康复护理、紧急救助等服务，深受
当地老人欢迎。

“多亏了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给
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不然真
的会闷出病来。”吴熙笑着说。

老人“幸福指数”的提升，源于第三方

专业机构的引入。 2017年，周宁县通过
PPP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建设，
与一养老机构签订协议，购买养老服务项
目，并建立周宁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潘
赛华介绍，目前智慧养老业务包含线上、
线下两个板块。线上是通过整合全县养
老数据、第三方服务商资源，形成周宁县
养老大数据平台，并组建一支专业的养
老团队提供24小时线上呼叫服务。线下
主要组建专业团队和专业服务站，提供
相关服务，为老年人定制全方位、多选择
的贴心生活照料服务。

据悉，该养老服务中心主要是面向辖
区60周岁以上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对象、
重点优抚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
重度残疾人以及 80 周岁以上的高龄老
人，提供基本信息服务、紧急救援服务、实
体援助服务等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

周宁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阶段，全县还将加快居家养老服务建
设，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专业化队伍的
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每个村（居）
至少配置 1 名助老员，解决居家养老“最
后一公里”的需求。

□ 本报记者 杨洋 徐烽
通讯员 林志勇 文/图

周宁县

智慧养老，24小时为老年人服务

工作人员教老人使用手机工作人员教老人使用手机。。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4 月 12 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自
2019 年 5 月 11 日起中心城区部分路段
每日7∶00－22∶00限制人力三轮车、三
轮电动车（含合标）、三轮摩托车、改装
（加装动力）三轮车、三轮汽车等依靠人
力、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的上道路行驶
的三轮车辆通行。

限行路段为蕉城北路、蕉城南路、闽

东路（蕉城南路交叉路口至福宁路交叉路
口）、天湖路（蕉城南路交叉路口至福宁路
交叉路口）、侨兴路（东湖路交叉路口至富
春路交叉路ロ）、塔山路（闽东路交叉路口
至天湖路交叉路口）、南环路、八一五中
路。邮政快递专用三轮车依照《宁德市规
范邮政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通行管理的
实施意见》文件执行。违反限行规定的三
轮车辆，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中心城区部分道路
5月11日起三轮车辆限行

本报讯（记者 陈薇）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救命钱”，是医保制度可持续运行的生命线。记者
日前从市医保局获悉，为方便社会各界提供查办欺
诈骗保案件线索，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我市现
已开通打击欺诈骗保投诉举报电话0593-2053588、
2880187，全面接受群众举报和监督。举报线索经查
证属实，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定奖励。各类欺诈
骗保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医疗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
生工程。”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的行为多发频发，严重损害基金安全，损害
广大参保人员切身利益，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那么，哪些属于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记者
了解到，在定点医疗机构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
和票据，骗取医保基金的;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的;
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记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
围的;为不属于医保范围的人员办理医保待遇的;为非
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的;挂名住院的;定点
零售药店盗刷医疗保障身份凭证,为参保人员套取现
金或购买营养保健品、化妆品、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
的; 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耗材、物品等骗取医保基金
支出的;参保人员伪造假医疗服务票据，骗取医保基金
的;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转借他人就医或持他人医
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
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保待遇手续的;
违反规定支付医疗保障费用等行为，均可举报。

举报人可拨打电话举报，也可将举报信及相关
书面资料邮寄至宁德市医疗保障局或各县(市、区)
医保部。对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案件，医疗保障部
门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情况复
杂的，视情况可以延长至 3 个月内办结。特别重大
案件，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我市严厉打击欺诈
骗取医保基金行为

本报讯（记者 缪星 通讯员 陈星）
在知识产权日即将来临之际，4月9日上
午，宁德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开
展涉案物资销毁行动，对近期查处的已
过诉讼时效的假冒伪劣商品，以焚烧和
机械碾碎的方式进行了集中绿色销毁。

据介绍，此次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
涉及酒类、茶叶、电器、建材等品种，共
有800余件，案值为20余万元。销毁行
动震慑了违法行为，依法保护了企业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维护了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

800余件假冒伪劣商品被销毁

2019年市场主体年报怎么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9 年 5 月 9 日 15 时在宁德市蕉

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拍卖：位于宁德市蕉城区
八一五中路鞍福大厦裙楼一层 3 号房地产。有意竞买
者请与我司联系，标的展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缴纳
竞买保证金时间截至 5 月 8 日 16 时止。

联系地址：蕉城南路40号锦绣名苑1幢6层，联系电
话：18950510987（陈先生）。

宁德市蕉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福建省顶信拍卖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11 时在福鼎市海口路 21

号二层国拍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报废“三无”船舶壹
艘 (“浙椒渔 1109”号)，竞买人需提供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
围应有船舶拆除或船舶拆解。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标的展
示、报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截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 17 时止。

联系地址：福鼎市海口路 21 号三层，联系电话：0593-7962210、
13950508222、18959338868，联系人：陈女士。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9年4月29日16时在福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国土资

源局办公大楼二层）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1.坐落于福鼎市山前城东南路88号运政大楼
一层 88（1-2）两间店面的三年租赁使用权（面积合计约 30㎡）；2.坐落于福鼎市古城南路
214-2 号[原门牌号为古城南路 248 号]房屋的三年租赁使用权（房屋建筑面积约 660.35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标的展示、报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截至2019年4月28日
17时止。

联系地址：福鼎市海口路 21 号三层，联系电话：0593-7962210、13950508222、
18959338868，联系人：陈女士。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老年人在写毛笔字。

本报讯（赵巧红 文/图）4 月 14 日，在宁德市图
书馆，陆续有市民带着家中闲置书籍捐赠给图书
馆。“这些书放家里也是占地方，不如捐出来让更多
的人共享阅读的快乐。”市民林女士说。

市图书馆4月12日向全体市民发出“文化传承，
爱心传递”图书捐赠活动倡议，倡议市民积极向图书
馆捐赠图书。据悉，市民可通过送捐（将所捐赠图书
送至宁德市图书馆登记造册并办理图书捐赠手续，若
所捐赠图书数量达50册以上的大宗捐赠可与工作人
员电话预约，上门办理）、以平邮方式邮寄(邮费到付)
或捐款用于购买书籍等形式参与捐赠（联系人：林英，
联系电话：0593-2525288，13950529336）。

据悉，捐赠书籍类目首选宁德地方文献（不限出
版年限）。有关宁德全市区域范围内的人、事、自然
风光等地方文献；古籍特藏文献，出版年限不限、地
域不限；其他普通图书需八成新以上，出版时间限
2010年以后，经典书、专业书、畅销书均可。应是国
内正式出版物，图书完好，书内页整洁或仅有少量的
划线、注记、眉批。但是，教辅教材、零星杂志和报纸
的捐赠除外。

“本次活动坚持‘自愿、公益、参与’的原则，请市
民踊跃参与捐赠书籍活动，让更多的读者汲取知识
营养，为弘扬‘闽东之光’，建设书香宁德、文化宁德
做出贡献。”市图书馆馆长雷安钧表示。

富余图书可捐赠图书馆
市图书馆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市民将捐赠书籍交给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