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行政征收催告书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人防面积（平方米） 应缴易地建设费（元） 征收决定书编号

1 冠县载乾板业办公楼、车间、设备室 山东冠县载乾板业有限公司 57 . 356 114712 冠人防征字[2019]第01号

2 龙祥工贸有限公司车间二、餐厅、仓库 山东冠县龙祥工贸有限公司 22 . 974 45948 冠人防征字[2019]第02号

3 山东恒通薄板有限公司办公楼 山东恒通薄板有限公司 96 . 1482 192296 . 4 冠人防征字[2019]第05号

4 冠县远大加油站办公及附属设施 冠县远大加油站 2 . 172 4344 冠人防征字[2019]第06号

5 山东冠县冠峰纺织有限公司办公用房及附属设施 山东冠县冠峰纺织有限公司 4 . 758 9516 冠人防征字[2019]第07号

6 冠县润通包装有限公司办公楼、车间、车库、餐厅 冠县润通包装有限公司 31 . 126 62252 冠人防征字[2019]第10号

7 山东众冠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办公楼 山东众冠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60 . 9314 121862 . 8 冠人防征字[2019]第13号

8 山东骏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办公楼、接待楼 山东骏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2 . 534 45068 冠人防征字[2019]第18号

9 冠县交通煤炭供销有限公司办公楼 冠县交通煤炭供销有限公司 160 . 083 320166 冠人防征字[2019]第19号

10 冠县冠安恒升薄板有限公司办公楼、车间1#2#3# 冠县冠安恒升薄板有限公司 19 . 88 39760 冠人防征字[2019]第25号

11 冠县润达塑业公司办公楼、材料库、宿舍、办公室 冠县润达塑业公司 34 . 162 68324 冠人防征字[2019]第28号

12 山东众元纺织有限公司职工宿舍楼、成品库、原棉
库、纺织车间

山东众元纺织有限公司 52 . 354 104708 冠人防征字[2019]第29号

13 山东华通塑胶有限公司宿舍楼 山东华通塑胶有限公司 22 . 692 45384 冠人防征字[2019]第30号

14 山东新宇制钢有限公司办公餐厅宿舍 山东新宇制钢有限公司 76 . 659 153318 冠人防征字[2019]第33号

15 冠县金硕实业有限公司宿舍、化验室、办公楼 冠县金硕实业有限公司 24 . 3774 48754 . 8 冠人防征字[2019]第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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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2020年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暨重点工作攻坚年会召开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保障水平

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行政征收决定催告书(公告)

山东冠县载乾板业有限公
司、山东冠县龙祥工贸有限公
司、山东恒通薄板有限公司、冠
县远大加油站、山东冠县冠峰纺
织有限公司、冠县润通包装有限
公司、山东骏驰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冠县交通煤炭供销有限公
司、冠县冠安恒升薄板有限公
司、冠县润达塑业公司、山东众
元纺织有限公司、山东华通塑胶
有限公司、山东新宇制钢有限公
司、冠县金硕实业有限公司、山
东众冠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我局于2019年6月20日对你
们单位做出了《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行政征收决定书》，并于
2019年6月20日直接送达或者于
2019年6月28日在齐鲁晚报进行
了公告送达，限你们单位自收到
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补缴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

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行政征收决定书》规定的期限
内，你们单位未履行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缴纳义务，在法定期
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
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现催告你们单位在本催告书
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缴纳义务。你们
单位在三日内通过书面方式向
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陈
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放弃此权利。

如在本催告书指定的期限
内仍未履行法定义务，冠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催告。
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行政征收决定催告书明细表
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4月17日

本报聊城4月16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汝亮) 4月
15日，2020年全市医疗保障工作
会议暨重点工作攻坚年会召开，
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将加快落
实医保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结算
制度，年底前实现异地住院联网
结算乡镇(街道)全覆盖。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
记，局长周兆岩在讲话中指出，
2019年，聊城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标准提高到250元，财政补助标准
提高到550元。居民和职工医保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提高到

70%左右和80%以上。居民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降至1万元，封顶线提
高到40万元。医保政策向基层倾
斜。将新增居民医保基金额度的
20%用于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保居民在公
立基层医疗机构住院起付标准由
200元降至100元，报销比例由
80%提高到90%，不断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服务能力，减轻群众看病
就医负担。实施惠民病房制度，将
10个病种纳入惠民病房管理。

过去一年里，聊城推进医保
精准扶贫，实现“四类人员”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100%全覆盖。在全省率先实现贫
困人员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医疗机构减免、扶贫特惠保
险五重保障“一站式”结算，减轻
贫困人员资金垫付压力，彻底解
决了就医报销“多头跑、耗时长、
手续繁、效率低”问题。将贫困人
员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降至
5000元，最高报销比例提高到
85%，取消最高支付限额。对经五
重保障报销后，个人负担合规费
用超5000元以上部分，按70%比
例给予再救助，年度最高限额1 . 5

万元，有效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周兆岩介绍，2020年，全市将
加快健全医疗保障应急制度，建
立健全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
制、稳健可持续的筹资运行机制、
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严密
有力的基金监管机制，打造从医
保经办机构到定点医疗机构的全
链条医疗保障服务体系，全面提
升医疗保障和经办服务水平，重
点在推动党建提升上、全面完成
医保扶贫上、推动改革创新上、加
快推进信息化建设上等7个方面

攻坚发力。
今年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将继

续深化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方面的改革，做好国家第二批32
个集采药品的落地工作，确保让
老百姓用上降价后的药品。进一
步提升异地就医便捷度。加快落
实医保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结算
制度，年底前实现异地住院联网
结算乡镇(街道)全覆盖，符合条
件的异地就医患者在联网医疗
机构住院即时结算，基本实现门
诊慢性病省内联网结算县域全
覆盖。

本报聊城4月16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王文倩

付赫) 今年1月17日，第二批
国家集采药品产生了32种药品
的中选结果。4月15日，聊城市
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启动采购和
使用工作，同步面向患者销售
32种降价药品，部分药品降价
幅度达到了95 . 9%。聊城鼓励
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和医
保定点零售药店自愿参加。

15日下午，在第二批国家
集采药品落地当天，聊城市医
疗保障局二级调研员尹志义
带领医价科工作人员走访市
区两家公立医院进行现场调
研，跟踪了解运行情况。走访
中，医保局一行相继前往聊城
市第三人民医院和聊城市人
民医院，对医院集中采购药品
到位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对实
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医院
建议进行了收集梳理，并提出
策略建议。

在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和
聊城市人民医院，记者看到，国
家集采药品已调整好价格，对
患者销售。“阿卡波糖片的价格
以前是每盒60多元，降价后每
盒只需5 . 4 2元，真是太实惠
了。”15日下午，在聊城市人民
医院，一糖尿病患者按照集中
采购的价格买到了降价后的阿

卡波糖片。据介绍，15日下午，
聊城市人民医院已到位第二批
14种集中采购药品。

除了阿卡波糖外，4月15日
起，一共有32种药品开始降价。
这32种药品为用于治疗高血
压、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重
大疾病的药品。与2018年山东
省采购平台挂网价相比平均降
价74 . 45%。如常用退热镇痛药
对乙酰氨基酚片，规格为0 . 5g*
12片，原挂网价格为14 . 4元，降
价后的价格为0 . 59元，降价幅

度达95 . 9%。再如价格昂贵的
抗癌药，规格为0 . 25*120片的
醋酸阿比特龙片原来挂网价格
是12800元，此次中选价格为
3828元，降价幅度达70 . 09%。
经初步测算，32种药品结果落
地后，聊城市每年约节省医药
费用3800余万元。

下一步，聊城市医疗保障
局将继续积极跟进国家、省集
中带量采购，不断深化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改革，让聊城市群
众用上更多质优价廉的好药。

聊城32种国家集采药品大幅降价
部分药品降价幅度达到95 . 9%

在聊城两家公立医院，国家集采药品已调整好价格，对患者
销售。

4月8日上午，在高唐县金秋果
品种植专业合作社黄晶梨基地，固
河镇西赵村贫困户张术会正在为
果树剪枝。“在家门口上班，不耽误
照顾家里的老小，每天还能挣到60
元左右的工资，日子越来越好！”张
术会高兴地说。

张术会的丈夫早年间去世后，
她就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近些
年，随着家里的开销日益增多，家
里的光景每况愈下，正当全家一筹

莫展时，张术会通过村干部介绍，
成为金秋果品专业种植合作社的
一名工人。

近年来，固河镇大力培育壮大
农民种养殖合作社，鼓励和支持有
条件的能人大户优先流转贫困户
土地，优先吸纳和安排贫困户家庭
劳动力经营务工，激发了贫困户脱
贫的内生动力，确保农户实现稳定
增收。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贫困户合作社里把钱赚

咚咚咚，一阵钉钉子的声音打
破了办公室的宁静，几分钟后，一
幅宽5 . 5米，高1 . 5米的脱贫攻坚作
战任务图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金
黄色的版面，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
格外醒目。

这是一幅作战图，也是一份问
题清单。进入2020年，高唐县姜店镇
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以任务作战
图形式把决心摆出来、把工作摆出

来、把问题摆出来。整个版面分扶
贫项目、档案管理、兜底保障、差异
帮扶、问题清单五个大类，每一大
类下又细分了几个小项，如兜底保
障类中有农业技术、住房安全、饮
水安全、就业需求、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政策落实、法律援助8个小
项，每一小项下边是现阶段尚且存
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涵盖了扶贫工
作开展以来的的所有事项。

高唐县姜店镇：以达摩克斯之利剑，夺脱贫攻坚之全胜

近日，高唐县杨屯镇云庄村帮
扶责任人董曌走进她帮扶的贫困
户邵玉珍家中。了解到邵玉珍最近
身体不错，家里也不缺什么，董曌
心中很是高兴，帮忙打扫屋里和院
内的卫生。

这时，邵玉珍一把拉住董曌，
将一个红包塞到了她兜里。邵玉珍
说：“你逢年过节给我买鸡蛋、买苹
果，拿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儿办，
我知道你刚添了孩子，这是大娘给
孩子的压岁钱。”俩人“推搡”着，一

人要给一人拒绝，像极了亲人之间
的关怀与礼遇。

最后，董曌将红包中的钱拿出
来还给了大娘，将红包揣进了兜
里，一边说大娘心意收下了，一边
跑出了院子。这是帮扶责任人和贫
困户关系的一个缩影。帮扶，既是
落实政策，更是人际交往，只有用
真心与诚心，从关怀备至到以心换
心，才是真正的帮扶，才能从根本
上把他们扶起来。

(张博)

高唐县杨屯镇：真情帮扶暖人心 贫困户感恩送“红包”

挂失声明
曹彦明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保押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

0096773，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刘鑫锋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购车定金条

丢失，凭证号码0013279、0013280，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由
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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