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因未按时年报等原因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现将我市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予以公布，被公布企
业可于2018年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网站（http://js.
gsxt.gov.cn/ ）补报年报并向辖区市场监管分局申请办理信用修复手续。逾期，

将受到银行融资授信、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政府资金支持等诸多方面的信用
联合惩戒。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5年内不得移出。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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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丹阳日报》

开发区
丹阳冠嘉服装有限公司
丹阳市樱立方室内空气净化处理有限公司
江苏鼎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益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爱邦表面涂层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丹阳腾隆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目乐视界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佳顺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丹阳市正明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鸿天广告有限公司
丹阳市香满园美食府
福建省安溪县新华眼镜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晗露鞋业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速通翻译有限公司
镇江市新久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丹阳瑞奇空气净化有限公司
丹阳市乔米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奥润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丹
阳分公司
丹阳市天昊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大力水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丹阳市彤彤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睿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丹阳分公司
江苏杜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和泰瑞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丹阳市泰杰百货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远久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中石化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华阳眼镜市场
丹阳市云阳眼镜市场
重庆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丹阳经营部
丹阳市南方制刷厂
丹阳市金鑫管道阀门厂
丹阳市金陵制刷厂
丹阳市佳雨服装厂
丹阳市爱得乐眼镜盒制造厂
丹阳市富美印刷厂
丹阳市丹申电线电缆厂
丹阳市宏运印刷厂
丹阳市宏远塑料包装厂
丹阳市伊斯德工艺品厂
丹阳市新生活网络技术服务中心
丹阳市冬金助剂厂
丹阳市索依柯电器厂
丹阳市磊基机械厂
丹阳市开发区城北锁具厂
丹阳市方园特种设备技术服务部
丹阳闽江钢铁经营部
丹阳市德尔光学经营部
丹阳市开发区语过添情网吧
丹阳市开发区冲浪网吧
丹阳市东宝制衣厂
丹阳市开发区恒顺达物流中心
丹阳市奥神皮革包装厂
丹阳市茂宸隆园艺农庄
丹阳市盛隆机械配件厂
丹阳市远东服饰厂
丹阳市云阳江芳网吧
丹阳市开发区大森林网吧
丹阳市宏业电器厂
丹阳市华宝利制衣厂
丹阳市高山铝业加工厂
丹阳市尚德生物科技化工厂
丹阳市华恒包装厂
丹阳市长宏机械配件厂
丹阳市富邦服装厂
丹阳市荣义眼镜经营部
丹阳市谐盛电器经营部
常州市远达科技研究所丹阳分厂
丹阳市新明光学仪器厂
丹阳市华阳五金厂
丹阳市气动元件厂
丹阳市兴得利彩印厂
丹阳市开发区仲宁塑料包装厂
丹阳市华达线厂
丹阳市金陵金属制品厂
丹阳市明珠歌舞厅
丹阳市华欣医疗设备维修中心
丹阳市至诚汽车维修中心
丹阳市柯林包装材料厂
丹阳市联发镜盒饰品厂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
丹阳市经山五金电器厂
丹阳市永发卫生材料厂
丹阳市富达帽厂
丹阳市呢绒皮装厂
丹阳市时美服装厂
金鳄王服饰（丹阳）有限公司
丹阳安清光学有限公司
上海丽恩美光学眼镜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名匠装饰有限公司
丹阳市卓凡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上海龙昌工艺刻字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纳川门控有限公司
丹阳市丽豪皮革有限公司
江苏中辰建设工程丹阳有限公司
丹阳市中澳精密钢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红眼镜有限公司
江苏睛亮光学眼镜制造有限公司
丹阳嘉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丹阳丝味饮品有限公司
上海文王物流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一鑫电镀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
丹阳市谜尚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迅捷电器有限公司
丹阳市迪奥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丹阳怡口家电有限公司
丹阳市胡桥粮油管理所
丹阳市河阳石墨制品厂
丹阳市永顺工艺笔刷有限公司
江苏练湖经济实业总公司
丹阳市佳美包装材料厂
江苏喜运健医疗器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瑞利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龙诚装饰有限公司
丹阳君逸休闲酒店有限公司
丹阳市飞特汽配有限公司
丹阳市和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马陵五金厂
丹阳市正策包装材料经营部
丹阳超越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丹阳市雅典娜婚纱有限公司
丹阳市曲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赛恩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泰宏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丹上电气成套有限公司
江苏酝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润鸣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钰鼎机械有限公司
丹阳市界牌华联彩印厂
丹阳市祥顺模塑有限公司
丹阳市今亮塑料包装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万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金业包装有限公司
丹阳市聚优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丹阳市方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镇江卫能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双赢典当有限公司
丹阳鼎泰橡塑有限公司
丹阳市勇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丹阳市旭晟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信和刷业有限公司新丰分公司
丹阳市桑达工贸物资有限公司佳力分公司
江苏培景园林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丹阳市阳鸿鞋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鹏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瀚博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顺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信和刷业有限公司高楼分公司
丹阳市红星工具机械厂
丹阳市华盛金刚石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丹阳市新民制刷厂
丹阳市钟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丹阳市广润机床有限公司
丹阳市广业印刷有限公司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宏达收购站
丹阳市成拓塑料厂
丹阳市巨城电子厂
丹阳市精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丹阳市拓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前进分公司
丹阳市虹艺光学有限公司
丹阳市龙云工具有限公司
丹阳市宏鑫光学眼镜厂
江苏磐石矿产有限公司
镇江市恒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正元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丹阳市风华服装有限公司
丹阳市龙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蔡峰制刷有限公司
丹阳市农益高压喷雾器有限公司
丹阳市大成电子厂
丹阳市三鑫眼镜有限公司
镇江联合通用光电有限公司
丹阳奥凯工具有限公司
佳冠担保（江苏）有限公司
丹阳海星冷气设备有限公司
镇江悦同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福隆（丹阳）机械有限公司
丹阳联扬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德力工具有限公司
丹阳品胜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诺玛克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丹阳智世联创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孝唯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德恩斯机械工贸有限公司
丹阳速达机电有限公司
丹阳迪力机械有限公司
丹阳金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轩茂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均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美笑医护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金河鞋业有限公司河阳分公司
丹阳市东进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司徒镇云中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练湖普惠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丹阳练湖龙腾西瓜专业合作社
丹阳司徒镇农家亲友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丹阳曼地亚红豆杉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练湖振龙机插秧专业合作社
丹阳经济开发区丰翔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司徒镇三桥村蔬菜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齐梁岛渔业专业合作社
丹阳经济开发区丰翔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司徒镇桥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开发区硕丰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开发区东青苗木专业合作社
丹阳经济开发区大泊社区股份合作社
丹阳市春秋苗木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水仙蔬菜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明民水产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明阳水产专业合作联社
丹阳市裕兴水产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鑫乐福渔业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开发区前艾梅连花木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开发区石潭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开发区东顶苗木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开发区押金茶叶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练湖为农病虫害防治专业合作社

云阳
丹阳市超力制桶厂
江苏瑞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润艺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丹阳市开发区建筑工程装璜公司
丹阳旅社
丹阳市立信文化用品商店
丹阳市电器自控设备厂
丹阳市横塘水泥构件厂
丹阳市轴承有限公司
丹阳市横塘农业服务公司
丹阳市恒力机械配件厂
丹阳市横塘永福学校包装用品厂
丹阳市人民电影院
丹阳市磨料磨具公司
丹阳市多种经营服务公司
丹阳市金税宾馆
丹阳市云阳振华厨房设备厂
丹阳市开泰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丹阳市元元针织服装厂
丹阳市鸿盛塑料制品厂
丹阳市广达广告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丹阳市宏泰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丹阳市春宝农资经营部
丹阳市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蔬菜副食品公司四牌楼菜场
丹阳大酒店干洗部
丹阳市图书馆贝贝童装专卖店
丹阳市丹凤钢结构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游泳池
丹阳市横塘食品站
丹阳市云阳商场千家乐门市部
丹阳市横塘水泥构件厂大景分厂
丹阳市德发新型墙体建材厂横塘分厂
丹阳市旭东纺机厂
丹阳市富豪网吧
丹阳市心连心网吧
丹阳市康华装饰件厂
丹阳市华菱家电城
丹阳市凯伦科教仪器销售中心
丹阳市德龙箱包厂
丹阳市云阳镇育才在线网吧
丹阳市恒星热处理厂
丹阳市新达建材机械厂
丹阳市博源电脑广场
丹阳市万象眼镜厂
丹阳市新慧模具厂
丹阳市南驿通信经营部
丹阳市友诚针织厂
丹阳市时林新型包装材料经营部
丹阳市大华律盟商务服务中心
丹阳市日利制衣有限公司
丹阳市鑫隆纺织有限公司
丹阳市大华乙炔气有限公司
丹阳兴农科技肥业发展有限公司
丹阳市益康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宏星物资工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鑫生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祥和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德力西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丹阳市丰原印务有限公司
丹阳市鑫源纺织有限公司
丹阳市通力锅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丹阳佳伟缝纫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顺益彩钢板结构件有限公司
丹阳市科大机械有限公司
丹阳市泰和装卸运输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鑫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符氏木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亚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丹阳市海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石油兴达物资有限公司
丹阳市海昊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丹阳市长城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奥林绒业有限公司
丹阳弋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安昕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亨通炼油机械有限公司
丹阳市善韵旅游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品来香茶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益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鑫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普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丹阳市中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联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光辉货运有限公司
丹阳市太阳城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中山运输有限公司
丹阳市天勋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丹阳市华鹏物资有限公司
丹阳市友谊化工有限公司
丹阳市人民广场家电城有限公司
丹阳市置业纺织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庆春堂药房有限公司万善药店
丹阳市德力西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正
东分公司
镇江天马旅行社有限公司丹阳营业部
丹阳市天泰机械有限公司液压气动分公司
丹阳市德力西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威
新特分公司
江苏博文房地产土地造价咨询评估有限
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广源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千家乐
经营部
丹阳市宏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丹阳市隆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丹阳市宏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镇江市环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圣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奥联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隆丰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伟良印刷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顺杰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广强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东豪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富林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绿馨环境治理服务中心
丹阳嘉禾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永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志诚仓储有限公司
江苏联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丹阳浩浩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索乐泰克太阳能有限公司
丹阳波雪峰服饰有限公司
丹阳市友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亿源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和硕日用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宁锋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豪泰木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瑞禾淀粉贸易有限公司
镇江天罡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恒诚建筑机械租赁中心
丹阳益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雄飞旗杆有限公司
丹阳市宝良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鑫河电子技术安全防范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林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鑫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英派尔健身会所
丹阳佳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满记钢铁有限公司
南京甲客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润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丹阳增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中宁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安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中铭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旭日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建福建材有限公司
丹阳市金家园建材有限公司
丹阳联晶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丹江建材有限公司
丹阳荣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丹阳康宁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宇峰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百川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国茂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双盈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广兴隆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镇江市扬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时林新型包装材料经营部丹阳分部
丹阳源强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煌炎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永鹏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大丹化工有限公司
丹阳浩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优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展望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河混凝土外加剂厂
江苏惠博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丹翔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黄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海腾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华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苏津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中瀚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强胜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和广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奕展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汇商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华越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天孚太阳能有限公司
丹阳宇城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城发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美环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聚久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会昌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强宏伟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木森农机有限公司
丹阳市丹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拓和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广翔金属有限公司
丹阳市同济装饰有限公司
丹阳市都宏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宇创金属有限公司
丹阳市瑞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尊宇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瑞德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金世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顺得利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华筑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展辰钢铁有限公司
镇江新区三星余工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丹
阳分公司
丹阳市龙杰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万华建材经营部
丹阳丽巷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嘉华工贸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云阳镇东马场村张金耉服装店
丹阳市云朗管业有限公司
丹阳昆浩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中都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亿进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中至信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春天钢铁有限公司
镇江合众电梯有限公司
丹阳鑫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盛成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旺洋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华烁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逐增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八虎钢铁有限公司
镇江元亨西点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金田瑞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丹阳远鸿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吉旺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捷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三源运输有限公司
丹阳市锐泽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昊信建材物资有限公司
镇江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丹
阳分公司
丹阳燎原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意隆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康盛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华宇天地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丹阳闽旺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松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广泰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宝储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旺京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龙鼎钢铁有限公司
丹阳恒拓钢铁有限公司
镇江市鸿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丹阳泽海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市英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利好眼镜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新世纪纺织丝绸有限公司
丹阳市美妍制衣有限公司
丹阳市卓祥工艺服装厂
丹阳市雄风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乐博乐器销售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优格服饰有限公司
丹阳宝亿胶粘剂有限公司
丹阳市新晶科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市杰尼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蒙源燕麦开发中心
丹阳市千寻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诚杰易信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锦大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彪志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明都眼镜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天赐福电器商贸有限公司
丹阳市创银电器有限公司
丹阳市江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丹阳市慧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科峰电子有限公司
镇江市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丹阳市起航鞋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广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继程装饰有限公司
丹阳市濠景房产中介有限公司
丹阳华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丹阳利超汽配有限公司
江苏佳超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万事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丹阳市远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东顺钢结构有限公司
丹阳市汇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丹阳市信威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江苏鑫佳豪进出口有限公司
丹阳市众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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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反光镜模糊不清
城管队员擦亮受点赞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周强） 9日上午，不少路
过访仙镇窦庄宗巷村附近一十
字路口的村民都发现，路边一

块原本模糊不清的道路反光镜
镜面变得干干净净。后据了
解，原来是访仙城管中队队员
仇国洪把反光镜擦亮了。

仇国洪告诉记者，8日下午
4时许，他和其他几位队员在辖
区路面巡查，当路过访仙镇窦
庄宗巷村附近的一处十字路口
时，仇国洪发现，路边的一块
道路反光镜镜面模糊不清，几
乎无可视度。考虑到此处属于
交通路口，车流量较大，又逢
转弯，加上该路口近年来经常
发生交通事故，如此模糊不清
的道路反光镜根本起不到扩大

司机视野、及早发现弯道对面
车辆的作用。于是，仇国洪让
队员靠边停车，随手拿起车上
的一块毛巾，上前将道路反光
镜擦洗得干干净净。

一些路过的司机看到仇国
洪这一暖心的举动，纷纷竖起
了大拇指。事后，仇国洪的同
事也将这一充满正能量的事情
发到了微信朋友圈，不少市民
朋友在点赞的同时，也希望有
关部门能考虑到路口行车安
全，能保持镜面整洁，以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5
月 9日上午，镇江高速一大队交
警在巡查时，在丹阳段查获一起
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让人啼
笑皆非的是，违法嫌疑人明知自
己驾驶证已经被注销，面对交警
的盘查，却神色自若。在未带驾
驶证和身份证的情况下，他以找
证照为由拖延时间让其堂哥微
信传来身份证号码，试图蒙混过
关，却被交警当场识破。

据了解，当天上午 9 时许，
高速一大队二中队在对一辆苏
E 牌照的普通小型客车进行检
查时，发现该车驾车男子未随车
携带驾驶证，遂将该男子传唤至
岗亭询问。“你驾驶证没带，那身
份证带了吗？”“我身份证号码不
记得，应该带了吧，你让我好好
找找。”面对交警的盘查，该男子

装作气定神闲，开始在包里一顿
翻找，并心生一计，悄悄用微信
与车主联系求助。几分钟后，其
堂哥传来了一个身份证号码。

“警察同志，我证照实在找不到
了，我把身份证号码报给你看行
吗？”于是报出来了一组身份证
号码，现场民警通过科技查询比
对，该身份证号对应男子叫陈
某，持有合法有效C1驾照，只是
照片较面前的这名男子有些瘦
弱。在现场的交警顿时生疑，决
定对该驾车男子身份进一步通
过科技手段查询比对。

几分钟后，面对科技查询比
对结果，以及交警的语言攻势，
该男子终于承认了自己无证驾
驶的事实。原来该男子也姓陈，
之前有 B2驾照，十年前在无锡
因准驾车型不符，驾驶摩托车被

记满 12 分后没去处理，后被注
销驾照。当日，陈某从无锡独自
驾驶其堂哥陈某的车至镇江，途
经丹阳时被民警查获。

陈某涉嫌无证驾驶，接下来
将面临罚款一千元，可以并处十
五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在此，交警提示，驾驶证被
记满 12 分将被公告停止使用，
公告停止使用超过 12个月还未
去处理的驾驶证将被注销，被
注销后就要重新考取驾照了。
无证驾驶危害大，切莫有侥幸
心理。

无证驾驶试图蒙混过关
交警“火眼金睛”当场识破

月亮岛风光带河沿20余盏景观灯因年代长久，大理石底座
出现了松动、损坏等现象。为确保市民晚上休闲散步的时候更
加安全，近日，园林部门组织人员对月亮岛景观灯进行了加固、
维修。 （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马永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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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车追尾一人被困驾驶室
消防队员十分钟成功救援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张家祥） 5月 9日 23时
许，位于 321国道与齐梁路交
界处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被
困，接到报警后辖区云阳中队
消防官兵火速赶赴现场处置。

到场后，消防官兵发现，
现场为一辆面包车追尾一辆货
车，满地的汽车碎屑,面包车上

1 人被困，且车头已严重变
形，被困人员满脸的鲜血。见
此危急情况，消防人员立即利
用扩张器，顶杆扩大驾驶室空
间。经过大约 10分钟，被困人
员被成功救出。因伤者右腿受
轻伤，随即送往医院救治。

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之中。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政策解读之五

项目

医疗机构

门诊

住院
（分次结

算）

普通门诊

中医药服务

慢性病

特殊重大疾病

起付线

报销比例

基层医疗机构

50%

市二级医院

40%

1000元

1千-1万报销
55%，1万-5万报
销65%，5万以上

报销75%

本市三级医院

不予报销

40%

1000元

1千-1万报销
50%，1万-5万报
销60%，5万以上

报销70%

镇江三级医院

不予报销

40%

1500元

1.5千-1万报销
40%，1万-5万
报销50%，5万以

上报销60%

镇江市外定点医疗机构

不予报销

按转诊自付一定比例后，
剩余部分报销40%

1500元

按转诊自付一定比例后，
1500元以上剩余部分报

销40%

险种

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

报销范围

住院和特殊重
大疾病门诊的

合规费用

赔付比例

2万-5万赔付50%；
5万-10万赔付55%；
10万以上赔付60%

报销限
额

20万元/
人

项目

普通门诊

市外普通门
诊、慢性病

门诊

住院

报销范围

三级医院合规费用
（中医药服务除外）

医保定点医院（含镇江）
产生的合规费用

经城乡基本医保报销后，
二级以上定点医院、本市
以外定点医院的合规费

用

补充保险基金报销比
例

40%

按转诊自付一定比例后
报销40%

老年居民按（45+有效保
龄）%报销，最高不超过
65%；其他居民按（30+
有效保龄）%报销，最高

不超过5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接上期4月20日3版）
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
（一）普通疾病门诊和住院

待遇（详见下表）
1.普通疾病门诊全年累计报

销限额为600元/人。（慢性病、特
殊重大疾病的年报销限额按病
种种类另行规定）

2.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累计
最高限额为20万元/人。

3.住院生育费用纳入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
规定结算，单次费用报销最高限
额为平产 1000 元、剖腹产 1200
元。（与生育险不重复享受）

4.转镇江市以外医保定点医
院产生的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

费用，按转诊自付一定比例（下
同）：

（1）因特殊诊疗项目在镇江
市外三级医院产生的医疗费用，
个人先自付医疗费用的10%；

（2）因其他诊疗项目在镇江
市外三级医院产生的医疗费用，
个人先自付医疗费用的20%；

（3）在镇江市以外其他医院
产生的医疗费用，个人先自付医
疗费用的30%。

丹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汇总表（合规医药费用

报销比例）（见表格一）
（二）大病保险待遇
参保人员在一个自然年度

内发生的住院和特殊重大疾病
门诊的合规医疗费用，经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补充
保险报销后可进入大病保险赔
付。（见表格二）

六、城乡居民补充保险待遇
（见表格三）

注：①精神病患者在本市精神病院发生的合规住院医疗费用，其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85%。
②传染病在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发生的合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待遇按本市三级医院规定执行。

注：城乡居民补充保险基金年度内支付参保人员门诊补
充待遇累计报销限额为2000元/人；门诊和住院补充待遇
年累计最高限额为10万元。

电话：86517906

丹阳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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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表格二

表格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