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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如何报销慢性病门诊费用
市区哪些路段禁行电动三、四轮车
◀慢性病报销▶
市民唐先生咨询：我是海陵区京泰路街道居民，2018
年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档次为高档。我
想了解下慢性病报销的相关政策，以及二次报销政策。
海陵区人社局答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高档居民
的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如下：参保人员经审核确认患糖
尿病出现并发症、高血压Ⅱ期以上、慢性心功能不全二级
及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病中度（二级）及以上、心脏瓣膜置
换术后、肝硬化（失代偿期）、难治性肾病综合征、脑性瘫
痪、慢性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及以上、耐多药肺结核、帕
金森氏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
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等慢性病种，政策范围内的门诊医
疗费用按照市区内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二级及以上定点
医疗机构、市外定点医疗机构 60%、50%、45%的比例予
以报销，
每人每年总费用最高限报 2300 元。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不存在二次报销政策，但 2017 年
起出台了大病保险政策，
对参保人员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后，
个人负担超过一定水平的住院和门诊特殊病
种的合规医疗费用，可以进行再次补偿。具体补偿标准
为：
1.5 万元以上至 10 万元的部分，
按 50%的比例补偿；
10
万元以上部分的费用，按 60%的比例补偿。如市民对政
策有不理解之处，
可以拨打 0523-86334401进行咨询。

◀道路管理▶
市民韩先生咨询：我家有个电动四轮车，平时就是接
送孩子的时候用。现在听说有个新规定，对电动四轮车
的限行区域有了调整，请问新调整的区域是哪些？
泰州交警支队答复：为维护市区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出行环境，依据《泰州市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市区
电动三、四轮车的管理，重新划定市区电动三、四轮车的
禁区管理范围，对禁区范围内的该类违规车辆进行治理，
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市区限
行道路公告如下：
禁止通行区域——1、海陵区范围：凤凰路以北、东
进路以南、青年路以东、鼓楼路以西，禁区包括上述道
路。2、高港区范围：高港大道以西、向阳路以东、通港路
以南、通扬路以北的封闭区域，上述道路不含在内。3、
高新区范围：引凤路以西、凤凰路以南、青年路以东、永定
路以北范围，上述道路不含永定路。
自 5 月 1 日起，进入禁区管理范围的电动三、四轮车
（已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的或者在公安机关已备案的特
种车辆除外），公安交管部门一律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
以处罚。

◀公交出行▶
市民金女士咨询：我是海陵区朝晖锦苑小区居民，
小
区附近没有公交车，居民出行不便。请问能否将 22 路公
交车延伸至我们小区，方便出行？

市交通运输局答复：受多方因素限制，如车辆回转场
地、驾驶员休息室等，
目前 22 路公交车暂无延伸计划。待
森园路施工完毕后，公交公司有计划对 29 路进行优化调
整，
到时会优先考虑市民建议路线，
还请市民耐心等待。

◀房屋质保期▶

快行动

市民杨先生咨询：
我在海陵区城北街道有一套拆迁安
置房，现房子出现质量问题，请问房子质保期是多长时
间？是从房屋建成日期算，
还是从交付给居民后开始算？
海陵区住建局答复：按照国家规定，房屋的主体结构
终身保修，部分部件保修时间从 2 年到 5 年不等。如果
是在保修期内，居民可以至物业报修，物业通知建设单位
（开发商）来维修。如果超出了保修期，也是至物业报修，
物业报请业主委员会，通过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房屋
的保修期从开发企业将竣工验收的住宅交付给用户使用
之日起计算。

◀开具发票▶
市民邹先生咨询：我在市区购买了房屋，在办理房屋
交房手续时，开发商要求我先缴纳一年物业管理费才能
办理交房，我问对方要物业费发票，对方不同意开具正规
的发票。请问开发商收取物业费应当开具正规发票吗？
市国税局答复：该房地产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并收取
了物业费，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应当开具增值税发票，
如市民需要进一步解决发票事宜，请拨打我局咨询热线
96888784。

◀公民身份信息▶
市民包先生咨询：我是孝肃堂包氏的族人，目前包氏
族人正在续修孝肃堂，但还有很多人联系不上。我想要
通过人口普查的数据查找包姓人口信息，以便顺利找到
包姓族人。请问这种情况如何申请查询？
市公安局答复：公民身份信息属于公民个人隐私。
《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章“户口档案管理
和信息查询”共 8 条规定，仅对司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 4 类部门、人员因履职需要
查询公民户口登记信息作了规定。对公民个人查询公民
身份信息的，对公民在房产交易中需要查询购买房屋落
户情况的，仅作
“有”或者
“无”以及登记户口人数的答复，
不得透露登记人员身份信息。因此，非因上述规定查询
公民身份信息的，
不予提供查询。
记者 范进存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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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园路京泰路交叉路口
没有信号灯
市民反映：因兴泰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
车辆行至此处需要绕道京泰路行驶，但森园路
和京泰路交叉路口没有设置信号灯，加上现在
车流量增加，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及
时在此处增设信号灯。

泰兴张桥镇褚长村
一塑料加工厂排放废气
市民反映：泰兴市张桥镇褚长村井余队有
个烧制塑料的加工厂，经常排放难闻的废气，
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姜堰中天新村内
早上 6 点就有人施工
市民反映：姜堰区中天新村内正在建幼儿
园，每天早上 6 点就开始施工，噪音影响周边居
民休息。希望有关部门与施工方沟通，将施工
时间往后调整。

有结果

森泽园小区外路段
树木蚜虫已进行治理
市民反映：海陵区森泽园小区附近路段上
的树木有蚜虫。希望有关部门查看并对虫害进
行治理。
【回音】
海陵区住建局答复：接到市民反映后，我们
立即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已经安排养护
单位对森泽园小区附近路段的树木进行治虫处
理。

招 聘 信 息
泰 州 海 建 常 年 招 工 天德湖精致餐厅招聘
天德湖精致餐厅因营业需要特招聘以下岗位：

南京东远船舶诚聘

江苏海阳化纤有限公司招聘

江苏海阳化纤有限公司 招操作
集装箱货轮新海员 40 名，厨
工80人，年龄：18-50岁，性别不限，初
师 8 名，
要求 22-58 岁，
身体健康、 中以上学历。工资待遇：4500-5500。
能吃苦，
两年内无违法犯罪记录。 电话：13952630308 姚
年薪 16-26 万人民币（工资
13852617089 李
按月发放），签合同、交五险，带薪
休假 3 个月，
合格即上岗。
电话：
025-58702880
现招聘半挂车（A2证）驾驶员一名，
18901584790
短途运输，8000元起，多劳多得。另招
联系人：
刘主任
聘大货车B2证驾驶员一名，待遇面谈。
地址：
南京市建宁路 65 号
电：许13515154208

泰州海建公司常年招收赴海外建筑劳务：瓦
会计（2 名）:工资 4500-5500 元
工、木工、水电工、钢筋工、油漆工、电焊工、汽吊
服务员（20 名）：工资 3500-4000 元
招 聘
工、机修工、塔吊工等，年薪保底 10 万元人民币，包
收银员和前台接待（5 名）：工资 3000-3500 元
领班（3-5 名）：工资 4000-4500 元
吃住，不收任何管理费；项目经理、工程师、预算
传菜员（6-8 名）：工资 2800-3000 元
员、技术员、安全员、翻译、医生等管理人员薪资面
保洁阿姨（5-8 名）：工资 2500-2800 元
议。
要求如下：
木制品道具厂招聘
稻河古街区招聘
报名地址：泰州市鼓楼北路 2 号
性格开朗，热情，细心，有亲和力，沟通能力强。诚
客 服 、讲 解 ，年 龄 30 岁 以
招聘木工、电工、油工、
邀各位精英加入。
电话：86611609、86611980、13775681969
下，大专以上，普通话标准，身高
杂工等数名，
待遇面议。
162cm 以上，形象好气质佳。策
联系电话:18752696333 李经理
电话：
18652632221
联系人：韩先生、于先生
划人员，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
地址:天德湖南大门向西 100 米

13961089947

电话：13921703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