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退役军人服务管理
工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使为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精准化，按
照退役军人事务部、省民政厅及人社厅关于信息采集
工作的任务要求，全市将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信息采集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集目的
此次信息采集工作的目标是全面摸清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底数，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建立健全服
务对象档案和数据库，为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和
工作运行体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奠定基础。

二、采集范围
（一）采集对象。信息采集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十二

类人员：
1.军队转业干部；
2.退役士兵；
3.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
4.军队无军籍离休退休退职职工；

5.复员军人；
6.退伍红军老战士，包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

军失散人员；
7.残疾军人；
8.享受国家抚恤的伤残民兵民工；
9.烈士遗属，包括烈士的父母（抚养人）、配偶、子

女和兄弟姐妹；
10.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包括因公牺牲军人的父母

（抚养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
11. 病故军人遗属，包括病故军人的父母（抚养

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
12.现役军人家属，包括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和

子女。
（二）采集内容。信息采集的内容主要包括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个人身份信息、政治面貌、对象类
别、基本生活状况等，涵盖户籍、救助、社保、医疗、住
房、抚恤优待、服役及安置情况等多项基础信息和照
片。具体内容以信息采集工作软件填报表或纸质填报

表为准。
三、采集方法

（一）采集方式。信息采集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落
实，以采集对象户籍所在地申报采集为基本原则。以区县

（市）和功能区为基本采集单位，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负
责，民政、人社部门牵头协调，会同当地组织、公安、住建、
人武等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乡镇（街道）、村（社区）全
面参与落实。

（二）采集地点。各地将统一设置集中采集点，采取集中
采集、自主申报、上门校核等方式进行采集。具体采集时间、
采集地点以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发布的公告、海报为准。

四、申报材料
请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申报时携带并主动提供

下列证件或材料原件：
（1）身份证；
（2）户口本；
（3）转业证、退伍证、离退休证等（军队转业干部、退

役士兵、军队离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队无军籍离退休

退职职工、复员军人、退伍红军老战士、西路军红军老战
士和红军失散人员提供）；

（4）残疾军人证、伤残民兵民工证、因战因公伤残人
员证（残疾军人、伤残民兵民工提供）；

（5）烈士证明书、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病故军人证
明书等相关证件（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病故军人遗属提
供）；

（6）立功受奖证件；
（7）其他所需材料或证明。
五、时间安排
此次信息采集工作将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采

集填报汇总工作。此次信息采集标准时点截至 2018年 10
月1日，之后新增加或注销的采集对象，可随时采集更新，
建立定期更新长效机制。请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积
极配合信息采集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备齐相关材料，主动
前往户籍所在地集中采集点申报信息。

宁波市退役军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9月28日

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病情复杂，想要转到外地
医院就医，手续该怎么办理？派
驻在外地工作，有在异地就医的
需求怎么办？昨日，宁波市社保
局在鼓楼举行社保领域便民咨询
活动，近期推出的不少医保就医
便民举措受到市民关注。

宁波市社保管理部门的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市民普遍
关注的异地就医报销问题，多项
服务将更为便利。记者了解到，
我市社保参保人员因疾病治疗需
要转外地就医时，由具备出具转
外就医意见的指定定点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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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无须再前往
社保经办服务机构。同时可以这
样“直接办”的还包括申请门诊
特殊病种待遇、设立家庭病床、
住院期间进行院外检查 （治疗），
相关手续均可在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直接办理。

同时，记者了解到，针对异地

居住就医和在校学生异地就医费
用报销两大事项，也可以减少相关
证明，其中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人
员，因长居市外需要办理异地居住
就医备案的，不再需要提供居住证
明，同时，在校学生异地就医费用
报销不再需要提供学校证明。

在办理过程中，异地就医门
诊特殊病种备案也得到了简化，
不再需要到宁波市的医院去打特
殊病种证明，只要提供异地医院
的出院小结就可按规定办理；在
职职工回原籍就医不再需要单位
证明，在宁波市指定医疗机构直
接办转外就诊即可。

另外一个很多参保市民会关
心的便民举措是，办理长期异地
居住备案、出国 （出境） 带药备
案、特治备案等就医备案事项不
再需要回参保所在地才能办理，
可在就近的市、区县 （市） 医保
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医疗保险参
保人员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人员，医疗费零星报销时不再需
要回参保所在地才能办理，可在
就近的市、区县 （市） 医保经办
机构办理。

转外地就医“直接办”
市民异地就医费用报销手续简化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朱忠义）“僵尸车”是城市一大

“顽疾”，日前，鄞州交警、派出
所、城管等部门在鄞州城区再次开
展清理工作。这次将有 44 辆“僵
尸车”于月底前移居“新家”。

前天下午，记者首先来到位于
鄞州钟公庙路旁的施家塘村临时停
车场，这里是鄞州城区所有“僵尸
车”的临时停放点之一。拖车师傅
告诉记者，这次清理区域为钟公庙
街道以及首南街道下辖的所有道路
及小区。

随后，记者来到了南裕新村二
期，刚好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合力推
移一辆深颜色的“僵尸车”。首南
派出所民警说，他们对辖区内 30
余个小区进行了排摸，锁定了一批

“僵尸车”。所有清理出来的“僵尸

车”将统一放到首南街道三里村拆
迁房临时停车场。

“我们 26日开始行动，之前就
已经定位了 44辆‘僵尸车’，争取
在国庆节前清理完毕。”鄞州交警
部门介绍，去年他们联合其他部门
在鄞州城区开展了多次集中整治，
共清理“僵尸车”180辆。

今 年 ， 他 们 又 推 出 了 清 理
“僵尸车”的进阶举措：选派 20
名驾驶警用摩托车的辅警组成机
动小分队，在鄞州城区不定时巡
逻，一旦发现“僵尸车”，首先通
知车主限时前来挪车；对联系不
到车主或故意拖延不来的，定位
并标记，之后统一强制拖离至临
时专用停车场所。据悉，在这轮
行动前，他们已合力清理“僵尸
车”87辆。

月底前移居“新家”

鄞州城区再清44辆“僵尸车”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陆明光 周瑾） 昨日，我市交警部
门发布国庆出行交通提醒，建议市
民出行前多注意这些高速公路口及
旅游景点，因为往年这些地方要么
是“堵点”，要么是“事故易发
点”。

按照往年的经验，9 月 30 日
下午将迎来第一波交通高峰，届
时各大出城道路、部分客运站及
周边道路、高速公路口及连接线
将出现车辆扎堆的现象。同时，
受尼斯嘉年华活动影响，当天中

午 11 时至晚上 10 时，周边道路如
环 城 北 路 、 大 闸 路 等 将 受 到 影
响。此外，部分商圈周边道路也
将是“堵点”。

记者获悉，交警部门将于当天
下午发布橙色二级交通预警，并建
议市民，尽量选择绕城高速和市区
外围道路，或可选择城区通途路、
环城西路、丽园路、世纪大道等道
路通行。前往铁路宁波站的接送车
辆，也建议从车站北广场周边道路
通行。

国庆长假正式开启后，首日上

午的交通状况将与9月30日下午类
似，“堵点”也大致相同。不过，
从这一天起，我市各大旅游景点将
迎来大客流。而最后的一波交通高
峰将出现在长假尾声。

交警部门提醒市民，因我市有
些路段正在进行施工，长假交通效
应对它们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所
以，市民在通过这些路段时要有心
理准备。另外，以下事故多发点
段，请注意安全通行：海曙甬金连
接线与栎高线交叉路口；江北甬余
线 （向上村村口及附近路段）；鄞

州 五 乡 北 路 （泰 和 公 园 附 近 路
段）；北仑太河路 （10km+900m咸
昶村路段）；镇海骆费线 （长骆路
路 口）； 奉 化 甬 临 线 （40km—
40km+500m 尚田镇鸣雁村村口）；
余 姚 甬 余 线 （丈 亭 镇 凤 东 村 路
口）、七塘江北岸路与七迎凤路交
叉 路 口 ； 宁 海 甬 临 线 （46km +
800m—46km+930m 西店镇王家村
路段）；象山沿海南线 （东陈乡南
盘新村路段 11km+400m）；慈溪杭
沈线 （潘余道口）、余慈连接线

（环慈路口）。

交警发布国庆交通预警
9月30日下午、10月1日上午，各大出城道路、部分客运站及周边道路、高速
公路口及连接线将出现车辆扎堆的现象

国 庆 长 假 将
至，我市电力部门
针对商业广场、旅
游景区等区域启动
节 前 电 力 检 修 工
作，为市民和游客
出行、消费、娱乐
提供电力保障。图
为国网宁波供电公
司奉化小草服务队
在溪口景区检查全
电房车营地的充电
桩和配电箱。

（王幕宾 徐
展新 摄）

国庆长假 电力护航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方哲芳） 9 月 26 日一早，奉化
市民斯先生将一面大红锦旗送到
奉化公交公司，“危难见真情，感
谢 581 路公交车驾驶员王立康师
傅急施援手，救了我的性命！”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的那一幕
“生死救援”说起。

24 日早上 7 时许，王师傅如
往常一样，从大堰公交站发车前
往城区公交西站。7 时 39 分，车
子行驶至尚田镇许家村附近时，
车厢内传来一名乘客的惊呼声：

“不好了，有人晕过去了！”
王师傅从反光镜中看到，车

厢中部有位中年男乘客瘫倒在地
上，脸色发白，表情十分痛苦。
边上几位热心乘客正帮他揉胸
口、按摩手脚。

“情况紧急，等 120救护车来

不及了。请大家帮忙照看这位乘
客，我得抢时间赶紧送他上医
院。”王师傅当机立断，决定改道
送乘客就医。“好！救人要紧！”
车上乘客很支持王师傅的决定。

起初，病人还有意识。当车
行至龙潭村时，他的脸色越来越
差，随后陷入了昏迷。一车人的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王师傅铆足
了劲，猛踩油门，公交车伴着一
路的喇叭声飞驰，途中连闯两次
红灯，仅用 10多分钟便将病人送
到奉化区人民医院。

所幸送医及时，经治疗，这
名乘客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发病乘客斯先生清醒后，马
上去电向王师傅致谢。休息两天
身体康复后，他又到奉化公交公
司登门道谢。

“保护好乘客的安全本就是公
交司机的职责。我要特别感谢那
一车乘客，他们没有一个抱怨，
都支持我先送病人去医院！”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王师傅颇有感触
地说。

乘客突然发病陷入昏迷

公交车变身救护车
上演“生死救援”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郑丹凤 赵媛） 两名伴郎在前，新
郎、新娘在后，一起蹬着鲜花锦簇
的四人自行车；车后“压阵”的是
步行的伴郎伴娘团，一路欢歌笑
语，羡煞旁人……近日，象山西周
一支特殊的迎亲“车队”刷屏了微
信朋友圈。

据了解，29 岁的新郎郑裕霖
和 27 岁的新娘陆挺挺一个住东瀛
村，一个住瀛广村，两家相距仅
800 米。“过一个桥头就是丈母娘
家！”郑裕霖笑着说。

按照西周当地的传统习俗，结
婚迎亲免不了要搞个豪华车队，风
风光光接新娘。“我是退伍军人，
觉得豪车迎亲排场太大，过于奢
侈。”为了有“特色”地迎娶新
娘，郑裕霖最后决定用自行车：

“既环保，又弘扬新风，更能给妻
子一个深刻的记忆。”

郑裕霖把自行车迎亲的点子告
知父母时，母亲一度有些顾虑：

“是不是太寒酸了，对不起新娘子
呀。”没想到陆挺挺及其父母对此
大力支持。

考虑新娘穿婚纱，伴娘都是裙
装，郑裕霖决定借用四人休闲自行

车。“我发动亲朋好友，才在黄避
岙一个景区借到一辆车。”郑裕霖
说，好在两家人挨得近，伴娘伴郎
随同步行倒也方便。

9月21日，大喜日子到来。郑
家买了鲜花妆点自行车，新娘母亲
邀请了一帮姐妹打腰鼓助兴，格外

喜庆。“按照行情，一列六辆车的
迎亲车队得花费三四千元，我们还
不到百元。”郑裕霖向记者算了一
笔账。

别开生面的自行车迎亲方式，
让这对新人成了大家关注的“焦
点”。周边村民纷纷跑来围观，并

拍照“晒”到朋友圈。
据悉，新人婚宴由两家合办，

仍秉持节俭温馨的原则，但喜庆热
闹一点不少。“闺蜜们特别羡慕
我，说这样的婚礼绝对比坐豪车浪
漫，令人一辈子难忘。”陆挺挺甜
蜜地说。

不比排场比幸福！
象山西周小伙自行车迎亲刷屏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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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自行车迎亲现场。 （图片由新人提供）

废弃面包车被拖车运送至临时停车场。 （朱忠义 摄） 民生热线民生热线：：81850000818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