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8

资讯

2017年12月15日
编辑：张九龙

星期五

新

美编：郭传靖

姚

家

不仅能就医结算，还能当银行卡用

“ 医 保 卡 ”将 换 发 为“ 社 保 卡 ”
自本月起，济南市将停发
为参保人服务了15 年的“医保
卡”，开始为手中持有“医保卡”
的参保人换发新一代的“社保
卡”。据悉，社保卡是参加社会
保险的参保人享有社会保障和
公共就业服务权益的电子凭
证，具有信息记录、自助查询、
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金
融支付六大基本功能。将来，参
保人的各项社保待遇都会直接
通过社保卡发放。
为啥要换卡？一是社会保
障卡是采用国家标准的接触式
CPU 卡，将满足跨统筹地区通
读通用的要求，卡内信息更安
全，而原医保卡大都由各地自
行制定标准发行，往往采用存
储记忆卡；二是社会保障卡应
用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各业务
领域，而原医保卡仅用于医疗
保险业务领域；三是新发放的
社会保障卡是采用了加载金融
功能的复合卡，相比原医保卡
增加了银行借记卡的功能。
以往职工申领医保卡需要
本人到照相馆照相，委托照相
馆代办，此次为了方便参保人，
济南市社保局全面优化了服务
流程，参保人申领和换发“社保
卡”的相关工作全部由社保经
办机构、管理单位和发卡银行
协作完成，管理单位将分期分
批通知参保人领卡。参保人按
规定在济南市办理了跨省异地
备案手续的，可持社保卡在备
案地联网医院办理住院费用实
时结算，结算时只承担个人自
负部分。异地备案人员的医保
个人账户金、符合备案政策规
定的非联网医院住院、门诊规

定病种和普通门诊统筹现金报
销费用将直接通过社保卡的金
融区发放。
1 .哪些人需要换社保卡？
参保人持有的中国银行发
(正面有“长城社
行的“医保卡”
保卡联名卡”) ，均需换发国家
标准的“社保卡”，目前正在通
过管理单位分期分批换发。
如果你是社区管理的退休
(职)人员→将分期分批通过各
保障中心换发；如果你是未转
社区管理的退休(职)人员→将
分期分批通过原单位换发；如
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将通过代
征机构换发。
2 .单位如何在网上操作？
参保单位登录济南市社会
保险网上服务系统→点击进入
【社保卡采集】模块→下载并按
照《社保卡网上申领系统操作
指南》规定流程操作办理

详情可咨询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3 .单位如何领取社保卡？
社保卡制作完毕后，发卡
银行会通知管理单位。由单位
确定的领卡人，携带本人居民
身份证、单位介绍信，到发卡银
行营业网点领卡，并在10 日内
发放给参保人。
4 .啥原因会领不到社保
卡？
管理单位申领社保卡的人
数与实际领卡人数不符，可能
存在以下原因：
(如
①发卡银行开户失败。
银行联网核查身份信息错误或
银行开设账户信息失败等原
因)
②曾在省内其他市参保并
办理过社保卡。
③曾在济南市参加过居民
医保( 养老) 并办理过社保卡，

能正常使用的不必再次申领。
④通过管理单位申领后减
员。
⑤没有符合制卡标准的电
子照片。
⑥申领后更改居民身份证
号码或姓名。
5 .领到了社保卡后还需干
啥？
需要提醒参保人的是，社
保卡领到手了，有些事情还得
本人去办理。参保人领卡后应
认真核对卡面信息( 如卡面信
息有误，由管理单位到所在社
保机构申请更正信息)，并办理
下列手续：
社保区启用：持卡人可以
首次在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
售药店刷卡时自动启用；也可
以持居民身份证、社保卡至发
卡银行任意网点办理社保区启
用。

金融区激活：持卡人可持
本人居民身份证、社保卡至发
卡银行任意网点办理金融区激
活手续。
遗忘交易密码的，持卡人
可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和社保卡
到发卡银行营业网点或社保局
设立的社保卡服务窗口办理重
置手续。
6 .原来医保卡里的钱会转
入吗？
参保人在领取社保卡并启
用后，原医保卡自动注销，医保
个人账户余额自动划转至社保
卡(社保区)；社保卡未启用前，
原医保卡正常使用。
7 .刚办的社保卡丢了怎么
办？
临时挂失：持卡人可拨打
社保卡挂失电话053168967600 和 发 卡 银 行 客 服 电
话，分别暂停社保卡的社保区
和金融区账户结算功能。临时
挂失有效期为7日，逾期未办理
正式挂失的，自动恢复。持卡人
可在临时挂失期内持本人居民
身份证和社保卡到发卡营业银
行网点办理解除临时挂失手
续。
正式挂失：持卡人应持本
人居民身份证，到发卡银行任
意营业网点办理正式挂失和补
卡手续。参保人如着急使用社
保卡，以下网点( 见附表) 可以
即时补发卡，半小时左右就可
以领到新卡。
还没换发社保卡，原有的
“医保卡”又丢失了的，可持本
人居民身份证到济南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社保卡服务窗口申
请换发社保卡。

春节前夕，公安、安监、工
商、城管等部门要开展联合整
治行动，加大对各类非法生产、
运输、销售、储存、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查处力度，元旦、春节前
后对非法生产、销售、储存点进
行一次全面清理整治，
力争查处
一批非法窝点，
收缴一批非法烟
花爆竹，
从源头上减少烟花爆竹
流入市场；
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耐心教育引导，
反复教育不
听劝阻的 ，一 律 带 至 派 出 所 接
受询问查证，并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强化督导问责。

济南市公安局将制定专项
督查方案，对禁放工作中由于
玩忽职守，造成重大失误或严
重后果的，坚决问责追究。公安
机关提醒广大市民春节期间要
严格遵守《济南市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规定》，倡导广大市民
少购买一串鞭炮、少燃放一枚
烟花，以减轻空气污染，降低安
全事故发生。公安机关鼓励广
大市民积极参与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集中整治行动，举报非法
生产、储存、销售、运输烟花爆
110。
竹行为，举报电话：

济南“禁鞭”细则出炉

居民小区将有禁放志愿者队伍

下月起，
《 济南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将正式实施。从济南
市公安局了解到，济南将构建区县、街道、社区三级禁放管控网络，落
实三级管控，小年、大年三十至年初一、年初四至初五期间，全天实行
一级禁放管控；小年至元宵节，除一级管控期外其他日期，实行二级
禁放管控；元旦、国庆等其他节日期间实行三级禁放管控。

三级管控网络
明确第一责任人
“12月25日至31日为‘禁放
宣传周’，各区县政府要确保每
个社区、广场、商业区都有一条
横 幅 、一 个 宣 传 点 、一 支 宣 传
队，确保每家一封信，每店、每
单位一份告知书。”济南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环保、安监、消防、工商等部
门要立足自身职能开展形式多
样的主题宣传，教育、住建、民
政等部门要利用工作便利广泛
发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告知
书》。
“ 各区县政府、街道、社区
主要负责人是禁放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构建区县、街道、社区
三级禁放管控网络。”
各区县动员物业保安人
员、治安积极分子、在校大学生
和商家业主参与禁放管控工
作，组织本地常住人口3%比例
的禁放志愿者队伍，确保每幢
大楼、每条街巷、每片商业区、
每条交通干道、每家企业单位
都布建有管控人员。
“落实三级管控，小年、大

年三十至年初一、年初四至初
五期间，全天实行一级禁放管
控，小年至元宵节，除一级管控
期外其他日期，实行二级禁放
管控，元旦、国庆等其他节日期
间实行三级禁放管控。”济南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的相关负责人
说。

定人定点定时巡查
及时受理举报
烟花爆竹不是一个部门能
管控的，各部门具体职责是什
么？据介绍，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违规运输( 携带) 、燃放烟花爆
竹的行为；安监部门依法查处
违规生产、销售烟花爆竹行为；
工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市
场联合检查，依照职责依法查
处无照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
城管部门依法取缔街面流动占
道兜售烟花爆竹行为。
公安、安监、工商等部门要
公布举报电话，及时受理举报，
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予以奖
励。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
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严格按照
三级管控的力量和工作要求，

组织民警加大本禁放区域的巡
查管控力度。特别是小年夜、大
年三十至年初一、年初四至初
五期间，全天实行一级禁放管
控，出动一半以上警力参与行
动，管控力量分布到每幢大楼、
每条街巷、每片商业区、每个公
园广场、每家企业单位，实行定
人、定点、定时巡查，确保及时
发现并阻止违规燃放行为。

从源头上减少
启动问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