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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热点

记者 方景霞
通讯员 虞晓帆 陈瑶

9月 18日，提前办理了转外备
案手续的我县参保人员王先生在上
海市肺科医院门诊就医时使用社保
卡直接结算成功！741.36元的医疗
费,个人现金支付 6元，其余费用全
部用他的医保个账资金直接结算
了。

10月16日，居住在宁波的章阿
姨成为了上海退休人员在宁波第
一医院门诊就医直接结算第一人，
她 在 第 一 医 院 门 诊 看 病 花 了
1368.83 元医疗费，个人支付了
240.23元，上海医保基金直接结算
了1128.60元。

你没看错，宁波参保人在上
海、上海参保人在宁波的门诊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已经成功试运行。
记者就大家较为关心的问题咨询
了人社部门工作人员。

试点医院有哪些
目前，上海市对我市参保人员

开通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的共有15家三级医院和8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名单附后）。我市对
上海参保人员开通异地就医门诊医
疗费用直接结算的共有3家三级医

院，分别是：宁波市第一医院，宁波市
第二医院和宁波市李惠利东部医院。

（上海市开通跨省异地就医门
诊直接结算医院名单）

哪些宁波人可在上
海门诊就医直接结算

1.宁波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员已事先办理了以下就医备
案手续：在上海异地居住或从宁波
转外就医到上海住院或门诊治疗；

2.宁波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已事先办理了在上海异
地居住就医备案手续。（说明：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转到上海门诊就
医，医疗费不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
围）

宁波人在上海异地
门诊就医享受怎样待遇

参保人员在上海指定医院的
门诊医疗费用凭本人社会保障卡
直接结算，待遇标准按照“就医地
目录、参保地待遇”享受，即医疗保
险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和
收费标准按照就医地（上海）政策
规定执行；门诊自负段、自负段以
上医保基金承担比例和最高支付
限额等按照宁波医保待遇政策执
行。从宁波转外就医到上海治疗
的，医保基金按规定下浮一定比
例。

无法实时刷卡结算
时怎么办

异地就医结算系统运行初期，
因费用结算涉及到异地就医备案、
医院 HIS 系统、国家异地就医平
台、参保地医保系统、社保卡状态
等多个环节，如发生就医异常，需

要逐一排查就医异常原因，不能即
时解决的，参保人员可以现金垫付
后按原渠道零星报销，请参保人员
予以理解和支持。

到上海的就医备案
手续怎么办

从宁波转往上海就医，由具备
出具转外就医意见的宁波指定定
点医疗机构（目前我县第一医院、
妇保院、中医院可办理）副主任及
以上职称医师提出诊疗意见，填写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转外就医
备案表》，该医疗机构通过医保计
算机系统进行登记后即完成备案，
不需要到医保经办机构登记。

在上海长期异地居住、异地工
作的参保人员，四种情形可办理异
地居住就医备案：（1）参加职工医
保的退休人员在上海异地居住的；
（2）参加职工医保的单位在职职工
被单位派驻上海工作或进修学习6
个月以上的；（3）参加职工医保的
个体工商户、失业人员、灵活就业
人员在上海工作、居住 6个月以上
的；（4）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婴幼
儿、成年居民在上海异地居住 6个
月以上的。

参保人员凭社保卡或身份证到
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办理到上海
异地居住就医备案，还可以通过浙
江省政务网、宁波人社医保通APP
办理，不需要提供在上海的居住证
明。

在上海门诊就医可以直接刷卡结算了！
相关政策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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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松江区九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江区新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江区洞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江区车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江区叶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山区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山区朱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山区枫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记者 子函

日前，有市民向百姓事马上办
平台反映，近期，我县城区市场、
小区周边以及部分乡镇甚至村口出
现了兜售“山猪肉”(就是我们常
说的野猪肉） 的路边摊。市民质
疑，随地摆摊售卖“山猪肉”是否
合法，还有这所谓的“山猪肉”究
竟是真是假，能放心吃吗？

山猪肉营养价值更高？
野猪摇身一变成“贵价猪”

根据市民爆料，记者来到了兜
售点，但那时已经没有了摊贩的踪
影。市民陈先生说：“最近经常会
看到卖山猪肉的摊贩，大概二三十
块钱一斤，买的人还不少呢！”不
过他很好奇，这么多地方都在卖山
猪肉，真有那么多山猪吗？

记者了解到，与普通猪肉不
同，这些山猪肉的表皮有较为浓密
的黑毛，肉色深红，瘦肉较多，基
本没有肥肉。有市民认为，与普通
猪肉相比，山猪肉蛋白质含量高，
以粗蛋白为主，脂肪含量低，胆固
醇含量比家猪低，并含有多种微量
元素和氨基酸，是优质的保健肉。
正因如此，山猪肉的价格较普通猪
肉要高出不少。

“之前买过山猪肉尝鲜，但觉
得口感并不是很好，有人觉得肉质
很有嚼劲，但我觉得肉质实在太

柴，咬都咬不动。”市民葛女士告
诉记者，之所以会买山猪肉，主要
还是被野生这两个字吸引，认为野
生的东西更加自然健康，但对山猪
肉的口感她却表示不满意。

不过，也有市民认为，这些所
谓的山猪肉来路不明，商贩常常是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儿”，万一吃出
问题来，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还
是小心为妙。

路边兜售的山猪肉
未经检验检疫食用有风险

那么，这种卖肉的方式到底可
不可取？这类猪肉是否有质量保证
呢？记者随后联系了县森林公安局
作了详细了解。

县农林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野猪属于省一般保护动物，保护的
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保
护物种多样性。不过，如果当野猪
出现危害的时候：一是对人类的财
产造成损害，主要表现是破坏农作
物；二是对人身安全造成损害，主
要表现为攻击伤害人，可以由专业
人员进行猎杀。需要注意的是，野
猪有禁猎期，时间为4月20日至10
月 20日和春节期间的农历十二月
廿五至正月初八，在禁猎区内不能
随意猎杀野猪，否则县森林公安将
按照相关法律进行处理。

记者在此提醒，首先，路边兜
售的所谓山猪肉来历不明且未经安
全检疫，不能排除感染了非洲猪瘟
病毒，有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其
次，普通人很难判断其是否真是山
猪肉，不排除有商贩为了提高售价
以其他猪肉冒充山猪肉。因此他建
议，市民不要轻信宣传购买食用此
类猪肉。

近期我县多地出现兜售
“山猪肉”小摊
未经检验检疫食用有风险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葛超

“医生你看，我的头发还真的
长出了一些。”小王复诊时兴奋地
给皮肤科医生夏宇看头皮上长出的
细细的毛发。

三个月前，29岁的小王因为脱
发问题来到县第一医院皮肤科就
诊，当时她一脸焦虑，脱发已经严
重影响到她的生活。“别说洗头，
就是轻轻梳个头发，也会一把把掉
下来。用了很多防脱发产品，但是
一点效果都没有。”经问诊检查，
小王的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等一切
正常，排除病理原因，再结合小王
的生活状态，夏宇判断她是由于精
神因素引起的脱发。原来小王平时
工作繁忙，压力大，由于经常加班
等原因常在晚上 12 点以后入睡。
找准原因后，医生给小王开了一些
内服和外用的药。经过三个月的持
续治疗，小王的脱发问题的治疗初
见成效。

生活中受脱发困扰的年轻人非
常多，27岁的小朱也是其中一个。
小朱的发际线较高，并且脱发明
显。于是小朱在网上购买了一款比
较火的生发液，喷在了额头两侧的
头皮上试试，没几天额头两侧就长
出了细细的绒毛，但可惜的是这些

小绒毛不久后就脱落了，没能长成
正常的头发。最后小朱选择到医院
治疗，检查后发现脱发可能与她的
甲状腺功能有关。对此，夏宇说
道：“市面上很多防脱发、生发产
品都有夸大宣传的现象，价格高而
实际效果往往微乎其微，盲目使用
未必能起到对症的效果。”此外，
激素对治疗脱发效果明显，正规医
院偶尔也会用于脱发的辅助和补充
治疗，少剂量的激素并不会对人体
产生副作用。但是生发产品如果起
效特别快一定要引起警惕，这类产
品中往往含有大量外用强效激素，
长期使用会使激素剂量超标，对健
康造成损害。

“一天掉发不超过 100 根都是
正常代谢，如果掉发过多就要引起
重视，及时到医院排查原因。”夏
宇提醒道，精神压力、微量元素的
缺乏、疾病因素等是导致现在年轻
人脱发的常见原因。治疗脱发应该
找准病因，对症治疗。另外，调节
饮食、规律作息、保持心情舒畅，
对改善脱发症状也有一定的好处。
正规的脱发治疗需要一个过程，一
般 3—6个月可以看到效果，当然
治疗效果也会有个体差异，可以根
据医生意见调整治疗方案。

脱发现象越来越严重
成青年危机

医生提醒：应找出病因对症治疗

房屋租售遗失启事

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落地房出售
急售人民路中央广场（新农贸市场）后面一幢

落地房 4米×16米，前后路 8米，全框架，架空层，四

层半。电话：13805857027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号：J3322000927001，
声明作废。

宁海县桥头胡振驰模具厂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号：J3322005296901，声

明作废。
宁波远风家居有限公司

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裁定受理宁波市浪浪高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市浪浪高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市浪浪高
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月23日前，向宁波市浪浪高电器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桃源中路161号世贸中心1幢1号1104室；
邮政编码：315600；联系人：林金宏，电话：13806658809；王邦云，电话：13968326623；
郑四海，电话：1396834610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浪浪高电器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浪浪高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9年 1月 28日下午 14:00在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
中山东路121号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
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浙0226破14号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本公司承接电泳漆加工，脱酯磷化，阴极
电泳漆全新流水线，地址：梅林工业区。
18067178999（王先生）13857426590（王先生）

承接电泳加工业务大鱼馆餐饮
大鱼馆老店四个豪包（一店正学路25号) 美食热线：65111177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桃源竹口店（老石窗、老船木文化） 美食热线：13023775888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
65261111 13906605322

这个深秋，阳光温暖柔美，公园里，一棵
棵银杏、无患子树等闪烁着迷人的金光，构成
了一幅幅静美的画卷。图为公园里的斑斓秋
色。

（记者 李江林 摄）

深秋那一抹
斑斓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