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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万银大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6300774569K，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天津临港港兴码头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87421113，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

日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

此公告!(联系人:任先生，联系电话：022-

65367078）

注销公告
天津临港港港口建设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8742074W，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

十五日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

宜。特此公告!(联系人:翟先生，联系电

话：022-65367078）

减资公告
国 能（天 津）环 保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3004878850,经股东会决定注册资本金由壹佰捌拾壹万

元人民币减至 壹佰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我公司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问：居民医保异地就医如何报
销结算？

答：1.垫付报销。参保人员符
合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规定
发生的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由本人
先行垫付，治疗结束后按照本市有
关规定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
报销。

学生儿童随父母异地生活（或
回原籍）期间的垫付医疗费用，申报
时需提供学校或村（居）委会出具的
相关证明和医疗机构级别证明；其
他参保人员申报转诊转院垫付医疗
费用时，需提供医疗机构级别证明。

2.直接结算。对于通过国家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登记备案的参
保人员，在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医
疗费用，可实行“一站式”服务和“一
单制”结算。

（1）覆盖范围。参加本市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包
括随父母在异地生活或回原籍的学
生儿童）和异地转诊人员，纳入异地
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范围。

（2）登记备案。异地长期居住人
员和异地转诊人员赴异地就医前，应
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登记手续，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直
接备案到就医地市或省份。参保人
员就医前应登录人社部社保网查询
系统（http://si.12333.gov.cn）或拨打
12333咨询电话，查询就医地市开通
的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可根据病情、
居住地等情况，选择就医定点医疗机
构。异地转诊人员应按照本市规定，
由本市转诊转院责任医院在跨省异
地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确定转诊的
定点医疗机构。

（3）就医报销。本市参保人员
在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
执行就医地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
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起付标准、
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等报销政
策按照本市规定执行。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和城乡医疗
救助等多种保障制度，实行“一站
式”服务和“一单制”结算。

（4）就医结算。本市参保人员
在异地就医出院结算时，只需缴纳
按规定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其余部分由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国家

平台获取就医地经办机构传输的费
用信息进行结算。

问：家庭医生签约有何优惠政策？

答：参保人员与基层医疗机构
家庭医生签约，从签约次月起，可享
受以下几项优惠待遇：

1.提高门诊医保待遇。在签约
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刷卡就医联网
结算医疗费用，门诊报销比例，由
50%提高到55%。

2.增加门诊报销额度。签约居
民门诊最高支付限额，由3000元提
高到3200元。

3.支付签约服务费。社保经办
机构根据有效签约人数，按照每人
每年40元标准，向基层医疗机构按
月支付签约服务费。

4.支持医联体内检查共享。参
保人员在签约基层医疗机构住院就
医，因诊治需要，通过家庭医生转诊
到与该机构建立医联体的二、三级
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的医疗费
用，纳入签约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
用进行报销。

问：居民社保卡如何申领？

答：社会保障卡采取即时发卡
形式申领。申领社保卡时，须本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凭居民身份证、户
口簿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就近到街道（乡镇）劳服中心提出申
请，工作人员打印申请表，经本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确定无误并签字确认
后，交付工本费5元/张。

选择即时发卡，可做到当天受
理当天领取。申领人本人须持有效
身份证件到所选择的服务银行即时
制卡网点，现场领取并办理金融功
能激活手续。

问：居民如何补换社保卡及解卡？

答：1、补换。若社保卡丢失或
损坏，参保人员要先到服务银行办
理挂失手续，凭服务银行的《挂失通
知单》，到乡镇（街道）劳服中心、选
择的服务银行网点或通过“天津人
力社保 APP”、人力社保网个人网
厅，任意一种方式办理补换卡手
续。使用即时发卡方式的，当天即
可领取社保卡，第二天享受就医刷
卡结算。

2、解卡。在就医过程中，由于
输入错误造成锁卡，参保人员要先
到服务银行办理挂失手续，凭服务

银行的《挂失通知单》，到街道（乡
镇）劳服中心、指定的银行网点办理
补换卡手续。

问：居民在哪些网点办理社保卡？

答：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
心、235个街道（乡镇）劳服中心、12家
支持即时发卡合作银行的385个指
定网点。合作银行包括：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信
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
行、渤海银行、农商银行等，详细网点
名称及地址可登录天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询或致电
12333、各服务银行客服电话查询。

问：滨海新区意外伤害附加保
险服务网点有哪些？

答：市服务大厅：1.和平区多伦
道与荣安大街交口东北侧同方花园
6-1-9底商，电话：23220901

2.河东区新环路与华龙道交口
城市之星A座三层中国人寿，电话：
4006596193

滨海新区：3.塘沽区营口道931
号大泛华国际中心12层C3，电话：
65163559

4.塘沽新华路 820号中国人
寿，电话：25853419

5.滨海新区汉沽新开中路7号
弘钰商务大厦三层A区，电 话 ：
67999229

6.汉沽新开北路 86号中国人
寿，电话：25696824

7.大港地区世纪大道 88号新
天地大厦一层 105室(世纪广场对
面)，电话：63296123

8.大港地区世纪大道 85号中
国人寿，电话：59717807

9.大港地区小王庄镇商品街
（南头）加油站旁中国人寿，电话：
13652186154

10.大港地区光明大道交通银行
北侧中国人寿，电话：13011359310

11.开发区第三大街金融街西
区 w3c座三楼中国人寿 ，电话 ：
59820540

特别提示：2018年度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参保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2月 31日。具体政策可以拨打
12333咨询，也可以登录天津人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网（www.tj.hrss.
gov.cn）或 天 津 医 保 诚 信 网 址
（www.yibaocx.com）查询。

滨海新区人力社保局专题宣传第七期

编者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连日来，新区人力社保局按照中央精神
和全市工作部署，在全区广泛开展全民参保政策宣传，大力推动全民参保及城乡居民医保扩面工作，为百姓送
民生“福祉”。

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政策问答（连载）

11月10日—15日，知乎联合北

京青年人聚集的潮流地标三里屯太

古里，面向青年人群打造了一间“知

乎创意体验馆”——不知道诊所。在

这个模拟真实的诊所场景之下，大家

可以在挂号台现场提出问题，被分配

至对应的内科、口腔科、心理科、五官

科、放射科、外科六大科室，与现场坐

诊的数十位知乎优秀回答者组成的

“专家门诊”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最后前往“取药台”完成“诊疗”。

知乎上聚集了各行各业的专

家达人，他们既拥有丰富的经验、

知识和见解，也喜爱求知与沟通，

渴望到达更远的知识彼岸。在知

乎平台，每一次沟通都可能形成知

识沉淀，经过多年的积累，形成庞

大的高价值内容“富矿”。

目前知乎平台上的注册用户已

经过亿，话题数量达到25万，产生问

题1900万个，回答7100万个。作为

知识平台，知乎的兼容性越来越好，

话题也越来越多元。而随着知乎从

知识社区向知识平台的转化，知乎

从原本外人眼中的“小众社区”转型

为大众化的知识平台。进一步向用

户展示知乎“有趣、多元”的另一面。

让知识看得见摸得着 知乎“不知道诊所”专治不懂

11月 9日，康师傅举办“饮水

思源 再创辉煌——中国航天合作

发布会暨食安检测中心签约仪

式”，活动中康师傅与中国航天基

金会签约，宣布自8月21日起，康

师傅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

伴，助力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据

悉 ，航 天 基 金 会 之 所 以 选 中 康

师 傅 作 为 合 作 伙 伴 ，得 益 于 其

严 苛 的 食 安 管 控 ，这 是 康 师 傅

被授予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资格

的关键因素。

同一场合，康师傅还与开发

区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康师傅将

在开发区出资设立食安检测中

心，从事食品安全检测、研发、科

普培训等相关功能业务，旨在将

其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食品安全

检测、研发和培训基地。康师傅

将联合利用京津冀乃至全国的优

质学术资源，推动食品安全技术

的高端研发和研发成果转化，并

积极为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

与更新提供有益参考，全方位提

升行业的食安水平。

从1992年初创推出第一包红

烧 牛 肉 面 ，到

2017年发展为市

占第一的行业领军品牌，康师傅凭

借一款红烧牛肉面逐渐发展为行

业领头羊，创造了一个品类发展的

奇迹。随着牵手中国航天事业，康

师傅将依托航天高精尖科技在食

安体系建设方面更上一层楼。康

师傅控股执行长韦俊贤表示，在航

天标准之下，将有助康师傅进一步

提升在食安管理方面的科技含量，

最终使升级后的食安管理水平以

更大的回馈力度造福消费者，携手

航天共筑中国梦。

康师傅25周年携手航天共筑中国梦 联手开发区打造食安检测中心

广告资讯 服务热线：!!""!###

当前，一些地方通过立法，给
予企业著名商标认定以及特殊保
护。这些有关著名商标的地方性
法规因违反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宗
旨，有违市场公平竞争，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近日要求予以全面
清理，地方著名商标制度也将面
临废止。

连日来，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2号楼大屏

播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公益宣传片吸引了

当地民众和游客的关注。

宣传片时长60秒，撷取了反映中国与亚

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经贸、文化、基础设施

互利合作以及友好交流的30余幅照片，以近

百张世界各国民众笑脸的拼图和“让我们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词作为结尾。据悉，

该片11月7日上屏播出，至14日结束，每天播

出144次。 据新华社

《人类命运共同体》宣传片

亮相纽约时代广场大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要求全面清理著名商标地方性法规

地方著名商标制度面临废止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致函

河北省、吉林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

重庆市、四川省、甘肃省和长春市、吉林市、

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对有关著名商标制度的

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同时，还致函国务

院法制办，建议对有关著名商标制度的地

方政府规章和政府规范性文件开展清理工

作。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

件实行违宪违法备案审查，是一项具有

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这些“不合

时宜”的地方立法能否得到及时清理？

记者将持续关注。 据新华社

据了解，全国31个省区市和

15个计划单列市中，除个别地方

外，都分别以各种形式规定了著

名商标制度。其中，地方性法规

11部，省级地方政府规章 18件，

设区的市级地方政府规章 7件，

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3件，还有6

个地方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制定了相关规范性文件。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

悉，今年5月，来自全国二十多所大学的

108位知识产权研究生联名致信法工委，

指出部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规

定了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制度。这些

地方立法大多规定地方“著名商标”采取

“批量申报、批量审批、批量公布”的认定

模式和“一案认定，全面保护；一次认定，

多年有效”的保护模式，不符合现行商标

法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惯例。建议对有关

著名商标的地方立法进行审查。

收到审查建议后，法工委依照立法

法和相关规定，启动了对著名商标地方

立法的备案审查工作。在审查研究中，

法工委征求了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

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意见，还组成

联合调研组，赴湖南、重庆、黑龙江进行

实地调研，并召集专家进行研讨。

最终，法工委认为，地方规定的著名

商标制度在运行之初对鼓励企业增强品牌

意识、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政府对著名商

标进行认定和特殊保护，存在着利用政府

公信力为企业背书、对市场主体有选择地

给以支持、扭曲市场公平竞争关系等问题，

在操作过程中也滋生和带来了一些弊端。

“著名商标的地方性法规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不符，

继续保留则弊大于利。地方立法也不应再为著名商标评比认定提

供依据。对有关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应当予以清理，适时

废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

法工委组成联合调研组进行实地调研过程
“不合时宜”将被全面清理

进展

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莱卜杰西南32公

里处当地时间12日晚9时18分（北京时

间 13日 2时 18分）发生 7.2级地震，震源

深度33.9公里。

伊朗国家电视台 13日报道，地震共

造成伊朗方面至少214人丧生，另有2504

人受伤。稍晚些时候，伊朗学生通讯社报

道，死亡人数已经增至328人，并有可能

进一步上升。

伊拉克中央政府方面尚未公布地震

伤亡人数；但库尔德自治区卫生部门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至少4人死亡，另有至

少50人受伤；另据法新社报道，地震造成

位于伊拉克北部、隶属库区的苏莱曼尼亚

省6人死亡，大约150人受伤；伊拉克红新

月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地震造成伊拉

克8人死亡，至少420人受伤。

断电导致就医难
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副省长穆杰塔巴·

尼凯尔达尔证实，当地政府正在搭建3处

赈灾营地。

伊朗政府分管赈灾的官员皮尔·侯赛

因·库利万德说，现阶段难以向一些偏远地

区派遣救援队伍，因为“地震引发的山崩阻

断了道路”。此外，重灾区萨尔波勒扎哈卜

县的一家主要医院已经被严重损毁，被送

至那里的数百名伤员无法接受治疗。

伊朗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礼萨·拉赫

马尼·法兹利证实，军队正在赶赴震区参

与救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30支医疗救援队已经出发前往震区。

据路透社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伊朗和

伊拉克数座城镇断电，由于余震不断，两国

数以千计居民不得不在户外躲避。伊朗一

家地震观测中心说，他们统计到50次余震，

预计还会有更多余震发生。 据新华社

多国科学家日前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报告说，他们

运用计算机模型“解码”了艾滋病

病毒在细胞间传播的未知细节，有

望为开发抗艾药物找到新方法。

艾滋病病毒增殖的“诀窍”是

迫使细胞在细胞膜上形成囊膜供

病毒容身，囊膜脱落被称为出芽，

出芽后病毒体进入其他细胞展开

复制，阻断这一早期过程是治疗艾

滋病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国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

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

“粗粒化”计算机模型，揭示了一种

名为HIV－1 Gag的蛋白质在细胞

膜上可能的构象。这种蛋白是病毒

的主要组装蛋白，参与了出芽，但科

学家一直难以运用实验手段获得分

子层面上组装过程的清晰影像。

研究人员选择在计算机中构造

了这种蛋白的缺失部分，通过调试

参数最终发现，这种蛋白利用病毒

核糖核酸和细胞膜作为“脚手架”自

行组装起来。研究人员还发现，小

核糖核酸可以抑制这种蛋白组装。

论文作者、北京大学工学院生

物医学工程系陈匡时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借助计算机模

型，可以模拟显微镜手段无法分辨

的过程，且方便调试或增减参数。”

通过计算机构建复杂的分子过程，

医生可以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进

一步预测药物效果。论文通讯作

者、芝加哥大学教授格雷戈里·沃

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旦抓住

Gag蛋白组装过程的弱点，就有望

阻断病毒增殖。这展示了现代计

算机模拟的力量。” 据新华社

科学家“解码”艾滋病病毒如何增殖

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市检察官

皮埃尔－伊夫·库约 12日证实，两天

前蓄意驾车撞向人群的 28岁法国男

子被控谋杀未遂，目前已被暂时拘

留。这起冲撞事件导致3名中国学生

受伤。检方透露，犯罪嫌疑人单身，有

严重的精神病史，与母亲住在图卢兹

市郊区的布拉尼亚克镇。他在供词中

坚称，脑海中有声音驱使他做出驾车

冲撞人群的举动。

该男子随后被警方逮捕，并供

认是蓄意撞人，为此行动已策划近

一个月。法国相关部门经初步调查

后称，该事件不是恐怖主义活动，已

按“企图谋杀”事件的性质展开后续

调查。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提问时说，中方愿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

一道，全面落实各方已达成的共识，稳步推进

各项工作，向着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的目标不

断迈进。

耿爽表示，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岘港宣言》，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领导人重申将致力于全面

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

他表示，建设亚太自贸区是深化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关键抓手，也是发展开放型亚太经

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符合各

方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需要。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愿与各方一道
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

两伊边境强震 超330人罹难
伊朗官方媒体13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12日晚发生在伊朗与伊拉克

边境地区的地震已经致使伊朗方面至少328人死亡，2500多人受伤。
加上伊拉克方面统计的丧生人数，这场强烈地震已经致死超过330人。

驾车冲撞中国学生
法国男子被控谋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