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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如何参与
“微心愿”
公益活动
公积金
“商转公”业务何时能够恢复
◀
“微心愿”
活动▶
市民黄女士咨询：团市委开展了一项“微心愿”活动，
称将帮助贫困青少年完成一个小心愿，
并且呼吁市民积极
参与。我想了解市民如何参与，具体流程如何？
团市委答复：当我们惬意地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当
孩子们都期盼新年到来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些孩子，他们
有的失去双亲，成为孤儿；有的被迫留守，亲情缺失；有的
家庭变故，生活艰难……他们也有一些小心愿，但凭他们
现有的能力难以实现，可能在我们的帮助下就能实现。为
此，我们开展了“微心愿”活动，先有步骤分片区地征集困
难青少年的小心愿，通过
“青春泰州”微信公众号对社会公
布，并通过热心市民认领心愿的方式，来帮助孩子们完成
小心愿。
目前我们已征集了兴化市昭阳街道、开发区（临城街
道）困境青少年的微心愿，这些心愿有些只是想要一个新
的篮球，有些是想要一套心仪的书，也有些是想要一件御
寒的衣服……在公众号发布后，市民很热心，很快就领走
了这些心愿，后期，我们会有专人与领取心愿的市民联系，
共同帮助孩子们完成心愿。
如果市民想帮助孩子们完成微心愿，
先关注微信公众
号
“青春泰州”
，然后点击下方
“线上平台”
中
“微心愿”专栏
查看微心愿的内容，点击所要认领的心愿列表下方“认领
心愿”按钮，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完成心愿认领。认领活
动结束后，团市委将组织集中圆梦活动，届时有专人与各
位心愿认领人联系，欢迎市民积极参加；如果市民不便实
地圆梦，可将物品邮寄至许愿人所在地，委托我们在集中
活动时代为圆梦。
本次活动是
“一千零一个幸福微心愿”
的暖冬之举，我
们将继续在全市常态化巡回开展，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
与其中，
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那小小的心愿。市民如有疑
问，
可直接与我们联系，电话：0523-86839662。

◀公积金贷款▶
市民吴先生咨询：我数年前购买住房时，由于没有缴
纳住房公积金，
所以只能办理商业贷款。现在我已经连续
缴纳住房公积金 3 年多，我觉得商业贷款的利息太高，想
转公积金还款，
这样能减少还贷压力。可是被告知目前不
可以办理“商转公”，请问这是为什么，另外何时能够恢复
该业务办理？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由于我市公积金贷款
业务量大，个贷比非常高，资金非常紧张，为加强住房公
积金流动性风险管理，经市房委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研
究决定，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停止办理“商转公”贷款
业务。目前的资金状况仍不支持恢复办理“商转公”贷
款业务。今后政策如有调整，我中心将及时对外公布，
敬请理解与支持。

立医院住院治疗，可以选择实时结算，您只要携带本人身
份证到泰州公立医院办理住院手续，
即可享受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统筹待遇，个人只要支付住院期间个人自付部分。
具体报销待遇是范围内合规费用减去 800 元的起付线后
按 60%的比例进行报销。
另外在我市精准帮扶政策中，只要是经民政部门确定
的
“优抚对象”
，
均可享受医疗精准帮扶政策。具体报销待
遇是经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结报后范围内的合规费用
减去统筹支付，差额部分按 85%的比例进行再医疗精准
救助。
如果您住院期间费用较高，达到我市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起付线的部分，
还可以按相关规定得到补偿。总之，
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精准救助采取的是
“一
站式”结报，
您只要在公立医院就诊成功办理住院手续后，
相应的结报政策在出院结账时都会反映在结报单和发票
上。如有不清楚的可以直接询问医院住院结账窗口。咨
询电话 0523-83242043。

◀无房证明▶
市民汪女士咨询：我和老公居住在海陵区，夫妻二人
名下都没有房产，我们一家住在我公公婆婆名下的住房
内，孩子下学期要升小学，听说我们这种情况需要夫妻二
人办理无房证明，孩子才可以到居住房屋的施教区上学。
请问海陵区到哪里办理无房证明，具体地址在哪里，需要
携带哪些材料，办理该证明是否需要缴纳费用，办理后多
久能够发放？
市国土资源局答复：
国土部门不动产登记窗口均可查
询个人拥有市区住房情况。市民凭个人身份证即可查询
并打印无房证明报告，无须缴纳任何费用、无须提交任何
材料、无须任何办理等候时间。海陵区可至市国土资源局
不动产登记窗口查询，
具体地址为凤凰东路 51 号。

◀燃气改造▶
市民杨先生咨询：
我是靖江市新桥镇富江新苑七区住
户，该小区已经投入使用好几年了，到目前还没有接通天
然气，请问该小区何时能够通燃气？
新桥镇政府答复：富江社区管道天然气接入事项，我
镇已与靖江市天力燃气有限公司多次对接，
天力公司表示
已将富江七区纳入 2018 年接入计划内。待公司完成内部
手续及富江七区报装用户达到天力公司要求后即可着手
接入工作。
记者 范进存 整理

◀医保报销▶
市民沈先生咨询：我是兴化市居民，也是一名“优抚对
象”
。目前身体不佳，
需要到泰州住院治疗，请问居民医保
可否进行报销？
兴化市人社局答复：
鉴于您身体原因需要转往泰州公

快行动

翰林雅居内
河道水质差
市民反映：海陵区翰林雅居小区内的河道
里，河水发臭发黑，影响业主居住环境。希望有
关部门帮助解决。

朝晖锦苑 23 号楼东墙外
加工作坊扰民
市民反映：海陵区朝晖锦苑南区 23 号楼东
边围墙外，近期有人新建了一个加工作坊，
作业
时产生噪音扰民。希望有关部门现场核实处理。

姜堰凤凰园小区 10 号商户
占用消防通道
市民反映：姜堰区凤凰园小区南门的 10 号
商户，
在旁边消防通道处私建了一个大型屏幕，
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现场取缔。

有结果
姜堰福田铭苑小区
已安排人员管理地下车库
市民反映：姜堰区福田铭苑小区地下停车
库内，
乱停乱放现象严重，秩序混乱。希望有关
部门协调处理。
【回音】
姜堰区住建局答复：
已联系物业公司，
其表示
会安排保安适时进行管理，
力争车辆停放有序。

“泰州问政”全媒体平
台 已 上 线 ，市 民 生 活 中 有
疑 问 诉 求 、对 部 门 工 作 有
意 见 建 议 ，都 可 以 在 线 咨
询或反映，全市 108 家单位
新 闻 发 言 人 入 驻 平 台 ，市
民的问题将及时得到回复
和处理。关注二维码并注
册，随时随地在线问政。

坐拥 4A 生态景区，天然温泉直接入户，只要 8888 元/平米起

纵观泰州城，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投资宜居好别墅？
忙碌了一年，是不是特别希望在
新春的长假里泡个温泉，来个畅快的
深呼吸。现在，4A 级生态景区秋雪
湖边，秋雪原著可以满足你，而且价
格实惠得你想不到！

市民的生态绿肺

宜居的优质环境。
随着秋雪湖景区周边相关旅游
资源不断丰富，这一区域已然成为泰
州市民不错的休闲娱乐场所。而随
着政府对于农业开发区及火车站周
边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久的将
来，
这里必然更加适合度假休闲。

在远离老城区地段，泰州农业园
区利用里下河地域传统的湿地生态
系统，打造出环境怡人的秋雪湖生态
景区。在此周边，环绕着一系列高端
低密度住宅区，共同营造出一个生态

提到城北，很多人自然会想到火
车站。火车站向东便是泰州农业园
区，这里自然环境优越，天然湿地风

城北豪宅聚集地

貌与政府倾力打造的生态景区交相
辉映，在景区周边也聚集了不少高端
别墅住区，主打生态宜居的城北高端
住宅在购房者的脑中早已留下深刻
影响，随着秋雪湖生态景区以及火车
站周边配套的不断跟进，这一高端住
宅区域内的别墅也逐渐销售走旺。
不论是瞄准未来发展前景，还是着眼
于当下宜居环境的消费者，都越来越
中意这一区域的别墅。

生态秋雪宜居养生

秋雪原著项目（原星湖湾）位于
秋雪湖生态范围内、红旗大道与石羊
路交会路口，项目占地 102.36 亩，北
邻 38.6k㎡的国家 4A 级秋雪湖生态
风景区，东靠宽 15 米石羊河优质景
观河岸。在坐拥优质生态资源的同
时，项目还拥有取自地下 1800 米基
岩 层 的 天 然 温 泉 ，出 水 温 度 达 到
69℃，日出水量高达 4000 方，省内罕
有。温泉富含百种矿物元素，具有保
健作用。更难得的是，温泉可以直接
入户。

投资宜居好选择
临近新年，全市各处都洋溢着节
日的氛围，而今年在城北农业园区，
国家 4A 级生态景区在新年来临之际
也装点一新，给市民一个新年里生态
娱乐好去处。
新年来临之际，秋雪原著特推出
限量特价房 8888 元/平米起，在如今
房价搞起的情况下，如此大力度的特
惠别墅实属罕见，活动截止时间为农
历正月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