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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
准乙类项目的个人自付比例是如何规定的？

答：（一）药品目录乙类项目个人自付比例

（二）诊疗项目个人自付比例

（三）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床位费实行最高限额标准管

理。层流洁净病房、重症监护病房、特殊防护病房床位费
最高限额标准为 60 元，按政策规定报付，高于限额标准
以上的部分个人自费；其他床位费最高限额标准为 30
元，限额之内的按政策规定报付，高于限额标准以上的部
分个人自费。

（四）医用耗材乙类项目个人自付比例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用耗材实行最高限额标准管理，
最高限额标准为7万元，低于限额标准的按政策规定报付，

高于限额标准以上的部分个人自费。
（五）血制品和吸氧费
血制品（不含药品目录内品种）和吸氧费个人先自付

40%后按政策规定报付。
问：职工大病医疗保险如何保障？
答：职工大病保险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60 元。大

病保险基金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按上年
末实际参保人数划转建立。参保城镇职工住院医疗费用
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年度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 7000
元以上的部分，纳入大病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按 85%的
比例报销。

西宁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解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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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言）记者从省林业
和草原局获悉，“十三五”以来，我省
认真履行防沙治沙目标责任，不断加
大防治力度，沙区生态环境明显好
转，初步建成沙区绿色生态屏障。目
前，全省已获得批复的国家沙漠公园
达到12个，各地正在按规划加快推进
国家沙漠公园建设。

据了解，沙漠公园是以沙漠景观
为主体，以保护荒漠生态系统、合理
利用沙漠资源为目的，在促进防沙治

沙和维护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开展公
众游憩休闲或进行科学、文化、宣传
和教育活动的特定区域。国家沙漠公
园是防沙治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创新治沙新模式、促进区域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到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沙漠公
园12个，它们分别是：贵南黄沙头国
家沙漠公园、都兰铁奎国家沙漠公
园、乌兰金子海国家沙漠公园、茫崖
千佛崖国家沙漠公园、海晏克土国家

沙漠公园、曲麻莱通天河国家沙漠公
园、乌兰泉水湾国家沙漠公园、泽库
和日国家沙漠公园、格尔木托拉海国
家沙漠公园、冷湖雅丹国家沙漠公
园、玛沁优云国家沙漠公园、贵南鲁
仓国家沙漠公园。其中面积最大的是
都兰铁奎国家沙漠公园，规划面积
13562公顷。沙漠公园建设促进了我省
沙漠自然景观及林草植被保护工作，
对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推动全民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为了巩
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11月7
日，我市城管部门打响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巩固战，连日来，在西宁市城市
管理局的牵头下，各级城管部门向城
市各类不文明行为宣战，文明劝导与
严管重罚并举，一批不文明行为得到
较好纠正。同时，各级城管部门针对
辖区内长期存在的各类治理难点、顽
疾进行集中整治，出重拳、压实责
任，有力有效提升了城市的清洁度和
文明程度。

据介绍，全市城管部门、市政公
用服务中心重点加大了街面执法力
度，派驻专人严守辖区内人流量较大
的公交站点，集中劝阻乱扔烟头、随
意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流
动执法中集中整治了一批散发小广
告、不栓绳遛狗行为，整治力度明
显，在 11 月 9 日、10 日两天整治中，
共查处各类问题4000余起，处罚金额

2万余元。
此外，各区还对长期存在的各类

治理顽疾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整治。一
是对全市公共设施，特别是人行道护
栏、花坛、果皮箱、垃圾箱、天桥及
附属电梯等进行清洗、擦拭；二是派
专人对全市所有公厕进行排查，特别
是社会管理公厕，紧盯无障碍设施、
公厕卫生、公厕指示牌等细节，对发
现的问题现场整改；三是对背街小
巷、城乡接合部等薄弱环节，进行全
面排查、清理垃圾死角，强化日常保
洁，延长保洁时间，增强保洁频次，
确保街面干净整洁。

记者看到，11 月 9 日，大风天气
下，火车站广场中队
对火车站广场南岸区
域部分被吹倒的围挡
设施进行及时加固；
城西区城管部门对新
宁路一处破损的楼体

广告进行拆除；城中区环卫职工加大
夜间保洁力度，对白天吹落的大量落
叶进行及时清扫、清运；夜间火车站
办事处执法中队徒步对辖区主要大街
乱张贴行为进行集中清理。11 月 10
日，城东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对夏都
大街的人行道上的油污进行冲洗；城
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出动高空车对
西站二巷周边缠绕在广告塔和电线上
的破损广告进行清理。

另据统计，市城管局在西门、黄河
路、同仁路、湟光、虎台、小桥大街、
祁连路跨境桥、海湖桥等重要路段设置
15块大型户外公益广告，使巩固提升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氛围更加浓厚。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长期以来我
省高海拔农牧区生活垃圾处于缺乏管
理的无序状态，导致生活垃圾污染严
重，使土壤、水体等都受到了不同程
度污染，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生活质
量。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
齐人居环境短板，近日，我省在果洛
藏族自治州甘德县江千乡投建了三江
源地区首个生活垃圾低温热解处理
站，该垃圾处理站将实现日处理垃圾
1.22 吨。这是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
的。

据该项目负责人黄湘宁介绍，生
活垃圾低温热解处理站的建设作为省
科技厅组织实施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高海拔农牧区村镇垃圾无公害处理研
究示范”的示范点之一，建设面积为

400平方米，总投资165万元，针对青
藏高原农牧地区高海拔、低压、高寒
等特点，采用低温裂解技术将垃圾可
燃物质作为热解燃料，通过热化学反
应，将大分子物质分解成小分子物
质，经湿式静电净化、尾气处理喷
淋、尾气催化等处理环节，实现垃圾
处理低能耗，尾气处理达到无烟无
色，外排气体和灰分符合国家排放标
准，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为1.22吨。

作为首个生活垃圾低温热解处理
站，将对我省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影
响。黄湘宁告诉记者，该垃圾站的建
成使用将重点研究生活垃圾处理废渣
在农牧业种植、养殖方面的再利用价
值，以及利用生活垃圾矿化后的废渣
成多孔粉状、富含无机营养盐类、无

菌和呈碱性的特点，挖掘废渣在土壤
改良、农作物种植、肥料和抑菌剂方
面的应用价值。目前，该垃圾站的建
成有效解决了果洛藏族自治州村镇生
活垃圾回收转运以及综合处置的难
题，满足了果洛藏族自治州对村镇生
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要
求，可有效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节
约土地资源，保护周边原生生态体
系，环境效益显著，为青藏高原高海
拔农牧区生活垃圾处理大面积推广做
出有益探索，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同时，记者还了解到，该项目
运行成功后，我省还将在海东市高庙
镇卯寨以及海西州茶卡镇巴燕村建设
农牧区生活垃圾低温热解处理站各 1
座。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现在办理不动产登记真是
又快捷又方便，我们终于可以不用东奔西跑了。”在
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民王先生仅仅用了3天时间
就办理好了抵押登记。记者从西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了解到，为了让不动产登记服务更细致、更周到，中
心从实际出发，不断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
真正实现了不动产登记工作服务为民的理念。

据了解，西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全省办证量最大
的窗口，很多市民反映办证难，时间长。为此，中心以
问题整改为导向，取消了二手房交易网签备案、二手房
抵押备案、在建建筑物抵押备案等不动产登记的前置条
件，真正实现了“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自从打破“信
息孤岛”实现多部门联合后，市民在商品房买卖登记材
料已由原先三部门（不动产、房产、税务）共收20件减
少为8件，二手房买卖登记材料由原先23件减少为7
件，使办事群众由原三个部门排队变为到不动产登记一
个窗口办理，由原三部门三套资料变为一个窗口一套资
料一次办结。

目前，个人不动产一般登记、抵押登记办理时限
均压缩至3个工作日，单位 （企业）办理各类登记工
作时限缩短至5个工作日，不动产信息查询、查封登
记、注销登记即时办结。我市已提前实现了2019年底
前全国所有市县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力
争分别压缩至10个、5个工作日以内，2020年底前所有
登记业务压缩到5个工作日内的任务。针对孤寡老人、
病、残、孕等行动不便特殊群体，西宁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积极提供“绿色通道入户上门服务”，在不动产登记
大厅为老、弱、病、残、孕、军人提供优先登记、优先查
询、优先取证等“绿色通道”服务，分类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解决老旧小区办证难题，从而使不动产登记服务更
细致、更周到。

青海拥有12个国家沙漠公园

本报讯（记者 王琼）11月11日，记者从西宁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获悉，柴达木路公交专用道11日正式启
用。

据了解，该条专用道东起小桥大街与柴达木路路
口，西至拥军路与柴达木路路口，途经柴达木路，全
长12.6公里，沿途设置30处101个临时停靠点，62处
彩色路面及各类公交专用道标志65套。

“公交优先”是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从
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从技
术、政策、意识、规划层面施行各项政策和措施，可
以显著改善城市居民出行结构，抑制个体机动化出行
需求，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今年以来，西宁交警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对柴达木
路沿线道路交通组织方式及交通流量进行了多次调研论
证，在进一步完善了沿线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的
同时，根据柴达木路的道路交通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
增加了公交专用道标志、标线及临时停靠点。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不动产登记为民服务出实招

西宁再添一条新公交专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