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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15 日讯 (记者
郭佳 ) 15 日，记者从日照市人
社局获悉，自明年元旦起，日照
市参加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参保市民普通门诊看
病也可享受医保报销。

门诊统筹提高保障水平

日照目前的职工和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以保住
院和门诊大病为主，普通门诊的
医疗费用主要由医疗保险个人
帐户或参保人员现金负担。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
平，减轻参保人员门诊医疗费用
负担，日照市政府近日印发《日
照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
筹办法》，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开
始施行，有效期五年。

所谓门诊统筹，即住院和特
殊病种以外的常见病、多发病门
诊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和门
诊一般诊疗费用，由城镇基本医
保基金给予一定限额报销的保
障制度，通俗地讲就是符合相关
规定的门诊费用都可用医保报
销了。

参保个人无需缴费

职工和成年居民每人每年
80 元、未成年居民每人每年 50

元的费用，分别从职工和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划转。

当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结余不足或过多时，通过调整门
诊统筹筹集标准、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帐户计入比例等办法

解决。
以每年截止 12 月 31 日缴费

人数为准，参保人员直接纳入下
年度门诊统筹。参保职工欠缴上
年度医疗保险费的，自补缴次月
起纳入门诊统筹。

此外，新增参保城镇居民自
缴费次月起纳入门诊统筹；新增
参保职工于下年度纳入门诊统
筹。

参保人需签约定点门诊

参保市民根据日照市人社
局公布的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
构名单，自愿选择一家作为本人
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并与之签约，
一年一定，原则上中途不能变
更，一年内都必须在这个定点医
疗机构看门诊才能够报销，在未
签约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医疗
费用不予报销。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
生院、学校医疗机构等将作为门
诊统筹的定点医疗机构，这也符
合“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
原则，缓解各大医院的诊疗压
力。

未成年居民一年上限 354 元

一年内职工和成年居民最
高报销 295 元、未成年居民最高
报销 354 元。参保人员发生符合
门诊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
费用，600 元以内的，参保人员每
次就诊个人先自付 10 元。

剩余部分职工和成年居民个
人负担 50% 、门诊统筹基金支付

50%，未成年居民个人负担 40%、
门诊统筹基金支付 60%；超过 600

元的医疗费用，由个人负担。

感冒发烧看门诊就能报

据悉，一般诊疗费、山东省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甲类
药品和乙类中的基本药物和血
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生化、
黑白 B 超、心电图、胸透、洗胃、
清创缝合、换药、导尿以及其他
符合国家规定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应提供的诊疗项目费用被
纳入门诊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感
冒发烧看门诊能报销。

就医结算即时报销

参保人员在医疗年度内到
自己选定的门诊统筹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签约，也可以在首次门
诊就医时直接到门诊统筹定点
医疗机构签约，自签约之日起享
受门诊统筹医疗待遇，就医时只
需结清个人负担部分，应当由门
诊统筹基金支付部分，由医疗保
险经办机构与门诊统筹定点医
疗机构定期按人头结算。

提高职工和城镇基本医保居民保障水平

普通门诊费元旦起可报销

医保Y

农民工讨欠薪
可拨三个热线电话

东港法院设“绿色通道”
16起弱势群体案结案

本报 12 月 15 日讯(记者
化玉军) 为做好东港区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工作，该区财政局
积极筹措被征地农民社保资金
政府出资。截至目前，已归集社
会保障政府出资资金 3184 万
元。

东港区财政局会同国土、人
社部门及相关村居核实征收土
地的区片位置，确定征地综合地
价标准，确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
障费政府补贴金额，经确认无误
后，签订土地征收安置补偿协
议。

为筹措资金，东港区财政局
严格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设立被征收土地农民社会保障
资金专户，实行封闭化运作，专
项核算被征收土地农民社会保
障政府出资资金。

东港三千万元
助推被征地农民社保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郭佳)
15日，记者从日照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获悉，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创
业园)将扩大企业入驻奖励资金及
房租补贴申领拨付。

奖励资金按每入驻一户奖励
5000 元的标准，对孵化基地给予
一次性奖励补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针对房租补贴，每个入驻企
业(项目)，第一年享受全额房租补
贴，第二年享受 50% 的房租补贴，
最高不超过 5000 元。

经日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财政部门评估认定的孵化基
地，可申请企业入驻奖励资金。经
日照市人社局组织评审认定的创
业企业(项目)入驻孵化基地的，孵
化基地按创业企业(项目)入驻情
况申请房租补贴。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扩大入驻奖励及房补

本报 12 月 15 日讯(记者 李
玉涛) 15 日，记者从日照市建管
局清欠办获悉，截至目前，日照市
共帮助农民工讨薪 1065 万元，受
理 459 起投诉。

年关将近，农民工欠薪问题
再度成为人们关注话题。截至目
前，日照市建管局清欠办共受理
农民工投诉举报案件 459 起，各类
企业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金额
1170 万元，其中成功解决 416 起，
投诉案件办结率达 91%。

清欠办一位工作人员说，他
们建立多种渠道帮助农民工讨
薪，开通了 8899132 清欠专线，也
可以拨打 12345 市长热线和建委
12319 服务热线投诉。

本报 12 月 15 日讯(记者 李
宝然 通讯员 朱晓云 刘元元

郗小惠) 为保护胜诉弱势群
体合法权益，东港区人民法院成
立保护弱势群体专项执行工作
组，开设“绿色通道”，对涉及农民
工、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弱势群
体追案件进行优先、快速、专项立
案执行。

据介绍，专项执行工作组采
取强制措施和说服教育工作相结
合的方式，曾多次奔赴东港区三
庄、陈疃、西湖、黄墩及莒县的龙
山等地，依法拘留拘传涉及侵害
弱势群体权益的被执行人 10 人
次。

11 月以来，共有 16 起涉及
农民工、失业人员、无经济来源的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案件被及时
执结，涉案全额 17 万余元，让 15

名特困申请人及时得到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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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次机会，还您一个惊喜
咨询热线：15166191566

迁址公告
新地址：临沂路与学苑路交汇处
向北 300 米路东

日照市金华冷藏厂

经营各种冷冻海产品
欢迎新老朋友惠顾

电话：8781510

为什么成绩不能提高？为什么很努力成
绩不能更进一步提高？

全科全面的训练课程，神奇的方法让您
的成绩不可思议的改变。

初中高中成绩快速提升：一对一

www.018edu.com 电话：0633-8878301 王老师
地址：日照新市区威海路 123 号 滨海经典 204 室

荣获市先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北京舞蹈学院考级及初试考点
中国国际标准舞会指定考点
北京大学青少年素质教育日照基地

秋季招生
日照田野舞蹈学校

新市区校址：新营中学对过 老城区校址：东辰广场对过

电话：13863319585 13468301238

网址：www.rztianye.com

从小学到高中，12 个年级九门功课，每节课的同

步辅导课堂视频 . 还包括作文中高考辅导，名师在

线解答等。
凡是 12 月 1 日凡持本广告咨询者均可免费获得体验周卡一张

电话：13066088796

地址：日照市向阳路 56-6 号（实验三小对面）

北大百年学习网
每 天 只 需 二 元 钱

北 大 名 师 面 对 面 给 你 孩 子 当 家 教办校两年来，360 余名学生荣获国内外大奖，斩获奖学金
7700 元。

开设课程：奥数之星实验班、精华数学辅导、美国唯智少

儿英语、倒背如流新概念、精华英语辅导、精华作文与阅

读、精华中高考冲刺、每天课后辅导、书法、机器人等。

电话：13562447967 8232555

一校区：东港党校 二校区：新营小学 三校区：实验三小

奥数之星学校

职业资格培训 100%过关

报名地址:日照市机电工程学校办公楼五楼
电话：2915222、3991005、3991006、18863331588

国家级旅游计调师职业资格培训
国家级导游职业资格考试
教师资格考试

博视顿
Boston

美国博视顿视力提升中心
博视顿弱视近视矫正中心

安全：不手术、不打针、不接触眼球，绝对安

全的科学理疗方法

快速：首次进行矫正训练就能立竿见影，无数

孩子和家长见证了博视顿的神奇效果

效果：18 周岁以下 600 度以内近视、散光、远

视，8-30 周岁弱视矫正，3-6 个月视力均达到
1 . 0

地址：日照威海路城建花园西门北侧(新营小
学北 200 米)

电话：8781677 13963332790

网址：www.us-boston.com

关工委公益网站：www.sun-shion.com

1 . 0

免费体验 签约矫正

博视顿技术 给我三个月 还你视力

开设：幼小衔接、一年级至初中二年级、按年级
分班、奇趣故事情境、动画 FLASH 课件。
让你身临其境 学趣味数学！
诚聘：专职数学老师

招生电话：3932222 13774929977
老城区：金阳路中段实验小学对面小儿郎学堂

新市区：城建花园内小星星英语学校

佳一数学

加盟咨询热线：0633-8816878 13906336655

地址：金阳路 10 号(市实验小学对面)
技术官方网站：www.xsj6-6 .com
全国咨询热线：400-6677-123

不按摩、非手术、不接触、不反弹。

18 周岁以下低视力学生，采用国际领先
“视功能优化训练”技术，仅需 10 — 80 小
时即可实现裸眼视力
每月前 10 名特困家庭可享受免费视力康
复救助

视视力力康康复复中中心心

1 . 0

全国连锁 品质保障

心心视视界界

日照市老城区长途汽车站对面

颐景园沿街旺铺 411 平米(地上二层
274 平米，地下一层 137 平米)，毛坯，

可更名，可贷款，位置优越，有意者

面议(中介勿扰)。

电话：13256033136

旺铺出售天驰汽车装饰
诚聘：
装饰技师、学徒工、洗车工。工资面议，

待遇从优店庆一周年，八折优惠
地址：秦皇岛路凌海大酒店东 50 米

路北

电话：15094825728 15263323532

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查验对方相关的有效手续及证件，本版刊登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一天仅用几元钱 温暖舒适过冬天
1 . 暖阁尔暖霸（比空调节能 80%，比普通电
暖器节能 50% ）40 平米小时可达 25℃ 以
上，制热均匀，办公家用两相宜。 上市价
780 元
2 . 冬雪水龙头，一开出热水。
（老婆：你再也冬天冻不着手了）上市
价 380 元
诚招莒县、五莲及乡镇代理商
服务热线：13863307037 8227153（一生缘
厨卫电器）任经理

本广告抵代金券 30 元

服务热线：13863307037 8227153 任经理 地址:

山东路与日照路交汇处西 30 米路北(一生缘厨
卫电器)

吉旺汽车租赁
租赁全新轿车（帕萨特、雅阁、

捷达、伊兰特）商务车、越野车，可根

据您的需求提供相应车辆，承接婚

庆用车。

诚邀加盟、车辆挂靠（车辆抵押）
电话：2220660 13734305555

地址：山东路 390 号东港区水利局

●

●

●

2011 日照海洋迷笛音乐节官方首席调酒师
一汽奥迪日照晟祥 4S 店新车发布酒会承办方
万科集团青岛魅力之城年终酒会合作单位

补补贴贴 维维权权

声明
噪秦泗斌驾驶证丢失，证件号码

为 371102198010154716，特此声明。
噪隋刚拥有的奇瑞 SQR7150J157

(风云 2 车型)车牌号鲁 L03094，保险
单(号码 20506237110011000897)与保险
发票挂失，特此声明。

出租、出售、转让
噪急售：德赛国际公寓 9#楼 401

住房，复式，297 平米，双气，双证，阁
楼 + 车 库 ，价 格 面 议 。电 话 ：
18663392878

噪黄金地段中型会议室对外承
接，电话：1586336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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