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7日讯 月初， 大唐
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刘
某、李某，如往常一样去株洲市中
心医院看特殊病种门诊， 他们发
现已不用先自己垫付费用， 也不
用再小心翼翼收集好相关发票和
资料以备日后回长沙报销了。

今天， 记者从省人社厅医保
处了解到，自5月3日开始，株洲
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开通省直医
保生育保险和特殊病种门诊就
医的异地联网直接结算。 刘某、
李某均是尿毒症患者，均参加了

省直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并办理
了特殊病种门诊， 他们也都成为
了我省试点开通省直医保特殊病
种门诊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的
首批受益者。

省人社厅医保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 如今省直医保生育保险和
特殊病种门诊补助异地联网结算
系统已上线， 理论上只要各地医
院安装了异地联网结算系统就可
以开通。但实际工作过程中，还有
相关地市医保系统调整、优化、对
接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我省

暂还只在株洲市成功试点开通省
直医保生育保险和特殊病种门诊
补助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

记者了解到， 包括生育保险
和特殊病种门诊补助在内的各项
异地就医业务， 相关参保人员均
须先在参保地医保机构办理备案
手续，方可进行直接结算。其中，
生育保险异地结算， 按相关政策
规定， 原则上需怀孕20周以后方
可进行备案。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巧君 欧阳洋

株洲：生育保险和特殊病种门诊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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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多年
来，“没有校门、 没有围墙”可
谓是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大特
色， 这在全国高校都属罕见。
不过，记者今日却发现，在湖
南师范大学二里半，原址重建
的师大校门已经基本成型，校
门高8.35米，宽12.8米。这里将
成为二里半科技文化广场的
核心。

据介绍，师大老校门原建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来在麓
山南路拓宽改造工程中被拆
除。此后也几度修门，但都在
各种工程建设中被拆除。不
过，在很多师大人眼里，学校
是有校门的。因为在桃子湖路
边建有该校的校碑、“牌坊”和
校训石，这便是大家认定的校

门所在地。 但很多老校友都
对原来矗立在二里半的老校
门相当怀念。记者获悉，今年
师大将迎来80周年校庆，该
校也正是借这一节点将老校
门原址“恢复”，因此重建的校
门外观形状等都完全延续了
原来的风格。

“终于有门啦！ 这个门带
给我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以
后拍照就有根据地了，这非常
具有纪念意义。” 该校公共管理
学院大二学生邹同学笑称，自己
第一次来长沙说要去“湖南师
大”，但司机却告诉她“师大没有
校门，你要说具体点”，她认为，
校门是学校的标志， 对重建的
校门也非常期待。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湖南师范大学原址重建校门
校门已基本成型，将成二里半科技文化广场核心

5月17日，湖南师范大学二里半，原址重建的师大校门已经基
本成型。 记者 刘镇东 摄

遗失声明
长沙市荒岛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110997481221）遗
失空白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卷式发票 50 份，发票代码 14
3001410128，号码 09381801 至 09
3818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航空南天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
18380123XJ）遗失单位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航空南天实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8 日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星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亚奇，电话 15273046060

◆冯胜泉遗失车牌号湘 A6S19
道路运输证，证号：430124202
605，声明作废。

◆许睿希（父亲：许恒波，母亲：张
雪儿）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4542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关于未来商务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
2016 年 8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800MA4L60C88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市忠信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冯峰，电话：13907309220

清算公告
岳阳市惠民演艺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江科庆，电话：15107300875

◆湖南工程学院王文亮遗失报到
证，编号 200811342202774，作废。

注销公告
湘阴县友谊网吧经投资人决定
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企业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伟，
电话：15873041288

遗失声明
武冈市葆春园中药材专业合
作联社遗失公章，编号：43058
100007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富立源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阳秋平，电话：13332552189

减资公告
安仁县华军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经成员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10
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 万元人
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联系人:凡小平 15575691777

遗失声明
湖南众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平
江县东塔店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5 年 11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626MA4L1HE8X3；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湘 CA73060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众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柏
康药房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
626397883429C； 遗 失 药 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湘 C
B7300070（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众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平
江县木金店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5 年 11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626MA4L1H8P0N； 遗 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湘 CA73061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华容水泵厂有限公司遗
失华容县工商局 2017 年 8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62376
326570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就爱品质自由行服务有
限 公 司（代 码 91430800MA4
LY93K64）遗失公章 、法人私
章（覃晓飞）、财务专用章，作废。

◆杜昱（父亲：杜若鹏，母亲：王
艳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证明，编
号：P4309878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辉煌特种渔业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遗失株洲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1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21NA000119X，声明作废。 ◆皮俊遗失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报到证

证号 2011130383030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宝中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湘大服务网点遗失湘潭市
工商局雨湖分局 2015 年 7 月 27
日核发代码 91430302MA4L2A6
340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宝中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九华服务网点遗失湘潭市
工商局 2015 年 7 月 27 日核发
注册号 430300000091005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宝中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心连心服务网点遗失湘潭
市工商局岳塘分局 2017 年 6 月
30 日核发代码 91430304MA4LE
B819R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华庆传媒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
磊，电话 18674501288

遗失声明
长沙鸿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麓谷
科技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41110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果阿友水果店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7 份，
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号码 0864
4807-8644808，8644810 发票
代码 4300172320 号码 133685
62，13368587，13368623-13
368624，13368639；86448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军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6 月 20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11M
A4L52T51E 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川海城乡建设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邓康宁，电话：15111205815

遗失声明
耒阳市房产管理局（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12430481006294580G）
遗失 耒阳市房产管理局灶市房
产管理所、耒阳市房产管理局开
发区房产管理所共两枚公章（无
编码），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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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辉遗失湖南省广播电视
大学毕业证，编号:5118299000
488，声明作废。

◆李智宸（父亲:李丹，母亲:黄
苏）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079896，声明作废。

◆覃雅芙（父亲：覃浩浩，母亲：朱
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620679，声明作废。

◆叶奥康（父亲：叶云林，母亲：
钟美华）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H430802091 声明作废。

◆薛武，南华大学麻醉专业 2013
级毕业生，遗失大学毕业生就
业协议书，编号 1181055506450，
声明作废。

◆本人周小兰遗失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证书二本，2015 年份建
筑工程（证书编号 1425889）、
2016 年份水利工程（增项、证
书编号：14094500），声明作废。

◆邓竣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20
1743110430526199304020011，
声明作废。

◆郭紫震（父亲：郭炯，母亲：杨
利）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808214，声明作废。

◆胡薇（父亲：阳衡荣，母亲：胡婷
婷）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15548，声明作废。

◆顾玺锐（父亲：顾家林，母亲：余
建）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34297，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13 年 1 月 13 日，李新娥在湖
南江华县码市街捡拾女弃婴一
名，请亲生父母持有效证件到
江华县码市镇邬龙村与李新娥
联系：13787669738

◆李昕哲（父亲：李彪，母亲：李
艺）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39550，声明作废。

◆张智翔（父亲：张波，母亲：郭俊
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62069，声明作废。

◆边意（父亲：边国辉，母亲：谢从
燕）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92946，声明作废。

本报5月17日讯 进一步优化异
地就医备案流程， 取消参保病人转
诊介绍信， 把医保特殊病种门诊就
医购药点适度延伸到基层协议医疗
机构……5月17日， 省医保局公布
了省本级精准优化服务专项行动第
一批24项措施。 这是该局在全省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经办系统开展“精
准优化服务”专项行动中出台的具体
举措。

据悉，专项行动包括“精准摸清
需求”“精准制定措施”“精准落实到
位”三大主题。

在精准制定措施方面， 该局要
求， 各级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经办机
构， 要根据汇总的服务对象需求清
单， 在全面统筹兼顾所有类型服务
对象需求的前提下， 优先解决服务
对象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第一
批行动措施须于6月上旬之前推出;
年内创造条件可以解决的要积极努
力，分期分批推动解决，原则上每季
度要推出一批行动措施。

为促进政策精准落实到位，省
医保局已将开展“精准优化服务”专
项行动列为全省经办系统的年度重
点工作之一。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刘运良

省级医保转诊不再需要介绍信
我省优化医保服务，省本级首批推出24项便民措施

1、全面清理规范外统筹区转入省本
级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无身份证号码、
姓名等)，落实参保人权益。

2、 进一步优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
规范备案手续，并加大宣传力度。

3、取消《参保病人转诊介绍信》，优
化转外就医手续，病人凭转出医院《异地
转诊审核表》报账。

4、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协
议医疗机构范围，做好持卡实测工作。

5、完善全省新移交电力系统异地就
医人员备案、直接结算工作机制，协调督
促各级协议医疗机构落实电力系统参保
人员异地就医服务措施。

6、 稳步开通医保特殊病种门诊、生
育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7、 建立全省贫困人口参保信息录
入、 待遇享受和一站式结算等工作的信
息调度制度。

8、把特殊病种门诊就医购药点适度
延伸到基层协议医疗机构。

9、探索开展特药待审期费用纳入协
议药店直接结算，减少病人报账“跑腿”。

10、适当提高长期住院精神病患者
床日包干费用结算标准。

11、实施工伤医疗分级分类管理，调
整工伤住院首诊管理办法， 进一步方便
工伤职工就医。

12、逐步开通长沙城区以外的协议

医疗机构、协议药店省本级医保卡刷卡。
13、抓紧落实人社部关于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的通知要求，及时调整工伤保险费率。
14、继续开展网上业务专题答疑活动。
15、合并生育津贴支付凭证项目，优化

发放方式， 对单批发放人员较多的单位，
预约受理。

16、建立健全全省异地就医经办服务
工作沟通协调和问题处理机制。

17、全面推进财、社、银直联信息系统
建设，不断提高医保结算效率。

18、进一步完善信息系统，优化申报
流程，简化异地就医月结算申报资料，逐
步实现资料申报信息化。

19、 建立城乡居民医保两个信息系
统衔接通道，医院药品、诊疗服务项目等
的匹配只需在创智系统内完成，泰阳系统
可自动导用匹配结果，减少医院匹配申请
工作量，确保项目匹配一致性和规范性。

20、 加大对协议药店的政策宣传力
度，指导和督促其依规经营和服务。

21、升级省本级职工医保信息系统。
22、加快推进全省“三保合一”的“大

医保”信息系统建设。
23、 加快推进工伤保险新信息系统

上线运行。
24、 通过人社公共服务网(12333)，

继续更新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法规政策和
业务动态信息。

医保系统省本级“精准优化服务”专项行动第一批24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