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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类类重重大大疾疾病病单单独独给给予予补补偿偿
明年1月4日起到市三农大厦一楼社保大厅14号窗口申报

本报肥城1 2月3 0日讯 (记
者 刘真 ) 近日，肥城市社保
处下发通知，拟对规定的2 0类
重大疾病，单独给予补偿。申报
日期为2015年1月4日-2015年1

日2 0日，符合条件的参保居民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肥城市三农
大厦一楼社保大厅14号居民医
保窗口申报，过期再不予申报。

记者在《通知》中了解到，
参保居民申请 2 0 类重大疾

病补偿须具备以下条件，2 0类
重大疾病住院发生的，并已经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医疗费
用。2 0种疾病须为第一诊断，

且均须以治疗该病为主要手
段。入院、出院时间为2 0 1 4年1

月1日-2 0 1 4年1 2日3 1日。申报
日期为 2 0 1 5年 1月 4日- 2 0 1 5年
1日 2 0日。《通知》要求申请补
偿需提供参保居民身份证或
户口页复印件、住院病历复印
件 (加盖医院印章 )，参保居民
本人在肥城市内开具的国有
银行银行卡、存折和本人身份
证复印件，如参保人为未成年
人，则提供户口在一户的户口
索引页和家长银行卡、存折及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以上材
料需装入档案袋，档案袋注明

申请人姓名、联系电话及参保
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肥城
市三农大厦一楼社保大厅 1 4

号居民医保窗口申报，过期再
不予申报。

据了解，社保部门将组织
医院相关医学专家对参保居民
申报的病历材料进行审核确诊
后，对符合规定的费用予以补
偿报销，划拨到参保居民提供
的银行卡、存折，未经确诊的大
病患者不纳入补偿范围。

20类重大疾病病种分别是
(1)儿童白血病。指0-14周岁(含
1 4周岁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2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指0 ~ 1 4

周岁 (含1 4周岁 )儿童先天性房
间隔缺损、先天性室间隔缺损、
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先天性
肺动脉瓣狭窄和其他复杂性先
天性心脏病。( 3 )终末期肾病。
( 4 )乳腺癌。( 5 )宫颈癌。( 6 )重性
精神疾病。指精神分裂症、分裂
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
障碍、双相 (情感 )障碍、癫痫伴
发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
发精神障碍等。( 7 )血友病。( 8 )

耐多药肺结核。指至少对异烟
肼、利福平耐药。( 9 )艾滋病机

会性感染。指①细菌性感染，包
括细菌性肺炎、细菌性肠炎、败
血症、细菌性脑膜炎等；②病毒
性感染，包括CMV视网膜炎、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带状疱疹
病毒感染等；③寄生虫感染，包
括弓形体脑炎、隐孢子虫病等；
④真菌感染，包括卡氏肺囊虫
肺炎(PCP)、口腔和食道念珠菌
感染、隐球菌脑膜炎等。( 1 0 )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 1 1 )唇腭裂。
( 1 2 )肺癌。( 1 3 )食道癌。( 1 4 )胃
癌。( 1 5 ) I型糖尿病。( 1 6 )甲亢。
( 1 7 )急性心肌梗塞。( 1 8 )脑梗
死。(19)结肠癌。(20)直肠癌。

本报肥城12月30日讯
(记者 刘真 通讯员 付
士元) 12月22日，肥城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巡逻民
警查处一起将机动车交未成
年人驾驶的严重违法行为。
一名13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
车行驶至现代农业开发区东
西路苏庄路段，被巡逻民警
发现。

22日上午8时许，巡逻民
警在辖区现代农业开发区东
西路苏庄路段巡逻时，发现
鲁JS06XX号轿车行驶状态
不正常，忽停忽行。民警发现

该车驾驶员稚气未脱，详细
询问得知，宋某今年13岁，岱
岳区人，辍学在家想学开车，
其父便将机动车交未成年的
他驾驶”。

宋某涉嫌未取得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因其未满14周
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
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
四条之规定，不予行政处罚；
其父将机动车交无证人驾驶
的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宋
某父亲罚款1000元处罚。

13岁辍学少年

马路上练开车

本报肥城12月30日讯 (记者
刘真 通讯员 董伟) 12月26

日，全市的志愿者代表和爱心人
士相聚在人民会堂，评选出2014

年度十家志愿服务组织、十佳志
愿服务项目、十佳志愿者。并进行
了一场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汇报
展演。

在颁奖现场，各个志愿组织
通过播放公益微电影、志愿服务
宣传片、志愿服务队以专题片的
方式，集中展示各自的志愿文化
及风采。今年以来，肥城市市开展
了十佳志愿服务组织、十佳志愿
服务项目、十佳志愿者的评选活
动，最终来自肥城的10个公益组
织、个人获得了以上奖项。

十佳志愿服务组织包括肥城

市义工协会、肥城市爱心公益协
会、小红帽七色花公益协会、教育
志愿服务队、供电公司彩虹共产
党员服务队、新城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温暖天使”志愿者服
务队、新城街道河西社区志愿服
务队、文化志愿服务队、石横义工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新城街道志
愿服务中心。

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包括齐
鲁拍客美丽乡村行、美利达低
碳生活绿色出行、蓝水滴“爱心
羊”、“桃都大姐”家政服务、交
警大队老民警交通安全义务宣
讲、桃都生育关怀行动、“爱聚
泰山，圆梦之旅”鲁苏两地残疾
人携手登泰山、仪阳镇乡村儒
学讲堂、老城街道东关居“三

色”关爱台账、倡导绿色生活、
环保志愿在行动。

十佳志愿者包括王静、邱娟、
吴庆国、何永芝、庞金东、范见梅、
李勇、韩新、张桂娟、刘同明。

本次次全市志愿服务评选
活动，以“公益桃都、大爱肥城”
为主题，全面展示一年来肥城
市志愿服务工作成果和志愿组
织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社会
人士关心关注和参与支持志愿
服务工作，大力弘扬全民公益、
时尚公益的志愿服务理念，进
一步扩大中国桃都志愿者的影
响力和美誉度。

该活动由肥城市委宣传部桃
都中心、肥城市文明主办，肥城市
农村信用社协办。

表表彰彰““十十佳佳””志志愿愿服服务务组组织织
和和““十十佳佳””志志愿愿者者

首首家家民民办办博博物物馆馆开开馆馆
假假日日免免费费参参观观

本报肥城12月30日讯 (记者
刘真 通讯员 刘汉忠 ) 泰

安毛公山红色文化博物馆经过
三年努力，近日被省文物局同意
设立为民办博物馆，这是肥城市
设立的首家民办博物馆。

据了解，泰安毛公山红色文
化博物馆位于肥城市安临站镇
驻地，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由七
大主题展室组成。馆内收藏从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的有关民
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革命文物万余件，真实反映
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我国的革
命史、战争史、社会主义建设史
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了解，
每逢节假日博物馆将向市民免
费开放。

泰安毛公山红色文化博物
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教育最直观、最有效的活动场
所。使他们不忘历史，缅怀毛泽
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丰功伟绩，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激励他们刻苦
学习，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自
己的青春。泰安毛公山红色文化
博物馆逐步发展成为全市进行
青少年爱国教育的基地。

“龙虎斗”团购

预定现场火爆

12月28日,肥城市15大知名品牌装修建材商在
肥城市新合作国际酒店举办“龙虎斗”大型团购预定
会，为广大业主提供装修建材团购大优惠。团购现场
还设置了各种订单大奖。图为现场来参加团购预定
会的市民。 本报记者 刘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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