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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居民医保个人账户”不涉沈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9 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出，
实行个
人（家庭）账户的，
应于 2020年底前取消，
向门诊统
筹平稳过渡。沈阳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解释，
只有
城乡居民医保中的个人账户会被取消，
城镇职工
医保的个人账户不会取消。而目前沈阳医疗保险
建立个人账户的参保人员均属于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参保范围，
不在取消的范围内，
市民不用担心。

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从未设立个人账户
《通知》发出以后，
很多沈阳市民担心自己的
医保卡将被取消，也担心医保卡里的钱会被转
移。对此，
沈阳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解释，
通知中
针对的是城乡居民医保，
并不是所有医保个人账
户。也就是说只有城乡居民医保中的个人账户会
被取消，城镇职工医保不会受到该《通知》的影
响 。
而沈阳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从未设立个人账
户，
即按年缴纳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从未设

立个人账户。因此，
取消个人账户不涉及沈阳市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沈阳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主要用于
支付定点药店的购药费用、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及
住院医疗费用中需要个人支付的部分。除此之
外，
还可用于：
支付疫苗接种、
具有监（检）测治疗
疾病作用的（食）药监械字号医疗器械费用；
支付
《辽宁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
项目目录》范围内医保类别为丙类的诊疗项目和
医疗服务设施费用，
如镶牙费、
洁牙费、
牙齿矫正
费、
健康咨询费、
挂号费、
院外会诊费、
体检费等；
退休人员可以用于支付个人缴纳大额医疗保险费
部分；
参保人员按照个人自愿原则，
可使用个人账
户结余的 50%部分，为本人或者直系亲属购买商
业健康保险。

三种情况
可以取出医保卡资金
目前，
沈阳医疗保险建立个人账户的参保人
员均属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范围，
凡是划入

个人账户的资金均为参保人个人所有。即使多年
来不使用医保卡，
资金也不会被取消。
而且一般情况下，
医保卡里的钱是不可以取
出的，
只有三种情况，
才可以取出医保卡里的钱：
第一种是医保卡终止使用，
如参保人死亡，
亲属可
凭死亡证明等办理支取手续；
第二种是参保人移
民时，
凭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等办理支取手续；
第
三种情况是异地转移时，
在当地参保后，
可把医保
账户余额转移至新账户。

挂失 查询 缴费
不必再到窗口办理
如今办理多项医保业务都不用再去窗口了，
市民可通过三种途径自助查询及办理医保业务。
第一种途径是沈阳医保服务电话96856，
自助
服务包括社保卡挂失、
个人账户信息查询、
居民缴
费及生育津贴到账查询等功能。
第二种途径是
“沈阳智慧医保”
，
在
“沈阳智慧
医保”
App医保业务专区，
可以办理涵盖账户查询、
卡管理、电话服务、门统定点、单位业务、参保缴

5月辽宁CPI同比上涨2.2%
猪肉水果涨幅均超20%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董丽娜
报道 6 月 13 日，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发布
的 5 月份辽宁 CPI 数据显示，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 2.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
分点，
环比下降 0.1%，
降幅与上月持平。
从同比看，食品价格上涨 6.4%，影响 CPI 上
涨约 1.32 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 1.1%，
影响
CPI 上涨约 0.90 个百分点。在食品中，
因为去年
秋季北方水果歉收，加之新品种上市价格较高，
使得鲜果价格同比大幅走高，上涨 21.0%，涨幅
比 上 月 扩 大 12.6 个 百 分 点 。 猪 肉 价 格 上 涨
22.3%，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鲜菜价
格上涨 6.4%，
涨幅较上月有所回落；
鸡蛋和禽肉
价格分别上涨 7.0%和 11.2%。在非食品中，
教育
文 化 和 娱 乐 、医 疗 保 健 、居 住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2.3%、1.8%和 0.5%，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57 个
百分点。据测算，在 5 月份 2.2%的同比涨幅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2 个百分点，新
涨价影响约为 1.0 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0.1%的 CPI 降幅与上月持平。
其 中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0.2% ，非 食 品 价 格 下 降
0.1%。在食品中，鲜果价格上涨 10.2%，主要是
去年苹果和梨减产较多，使得冬储库存不足，
至 5 月份，库存进一步减少至低位；二是今年入
春后南方阴雨天气较多，致时令外埠鲜果供应
减少，同时地产新上市水果价格相对较高。端
午市场拉高了鸡蛋价格；由于鲜菜大量上市，

价格下降 13.1%；受制于季节消费需求下降，猪
肉价格涨势明显趋缓，微涨 0.4%。在非食品
中，受成品油调价等因素影响，汽油和柴油价

格分别上涨 1.9%和 1.8%；
“ 五一”小长假过后，
旅游市场进入阶段性淡季，旅行社收费价格下
降 3.1%。

“一个号码管服务”
原民心网并入8890平台
原民心网网络受理渠道将延至7月31日关闭

本报讯 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经淼
报道 今年1月2日，
8890热线平台正式运行，
截至
目前，
省市两级8890热线平台已累计受理各类诉
求问题64万件，
通过话务台席即时答复35万件。
省营商局消息，6 月 6 日 18 时，原民心网
已整合并入全省 8890 综合服务平台。请您通
过辽宁政务服务网（www.lnzwfw.gov.cn）8890
平台或者拨打 8890 服务热线反映诉求问题。
为顺应群众使用习惯，原民心网网络受理渠道
将延至 7 月 31 日关闭。
为实现
“一个号码管服务”
的目标，
我省结合
实际，
通过对民心网、
12345等各类政务服务渠道
进行资源整合、
功能优化，
建立了渠道畅通、
标准
统一、
管理规范、
协调有力的8890非紧急救助类综
合服务平台。

今年 1 月 2 日，8890 热线平台正式运行，截
至目前，省市两级 8890 热线平台已累计受理各
类诉求问题 64 万件，通过话务台席即时答复 35
万件，
即时答复率为 55%；
转相关部门办理 29 万
件，
办结 23 万件，
办结率为 80%。为进一步方便
群众、畅通渠道，8890 网络受理平台于 6 月 6 日
也正式上线运行，形成了“一网一线”互为补充
的复合式受理格局。
8890网络平台搭载在辽宁政务服务网上，
群
众可以通过登录辽宁政务服务网（http://www.
lnzwfw.gov.cn/）点击“8890”功能模块进入 8890
网络平台。8890网络平台设置了
“我要投诉”
“我
要咨询”
“我要建议”
“我要表扬”
和
“我要查询”
五个
窗口，
群众可根据需要点击进入相应的窗口。为
了方便群众反映问题，
每个窗口都设置了固定的

表单，
只需要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将表单填写完
整，
就可以将问题提交给8890综合服务平台。
8890网络平台采取
“外网受理、
内网办理”
的
工作机制，
构建了覆盖省、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的四级网络工作体系，
基本涵盖了各级政府职能
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
这些单位都明确了8890工
作的分管领导、
责任处室和责任人，
保证群众诉求
有诉必应、
有问必答、
有事帮办。为了保证办理效
率和办理质量，
8890网络平台对办理结果实行量
化考核，
重点考核各地区、
各部门的按时签收率、
按时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
并定期对考核结果进
行通报。
下一步，
省营商局还将继续加大对各级各类
热线渠道的整合力度，
真正实现
“全省一个号码管
服务”
的工作目标。

费、权益证明、家庭医生签约、宝宝改名、门规查
询、
长期居外、
医保动态和健康课堂 13项功能。很
多医保业务可以直接在手机端进行办理，
不用东
奔西走。
第三种途径是
“沈阳智慧医保”
微信公众号 ，
可以查询账余额、
查询消费明细、
缴费明细等。
此外，市民可以通过“沈阳智慧医保”APP 和
支付宝两个申请渠道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是
社保卡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证，
全国统一、
全国
通用，
电子社保卡的显著特点就是使用方便。目
前沈阳的电子社保卡已经实现扫码购药、
线上开
卡、
密码设置、
社保卡挂失、
线上缴费、
诊间支付等
功能。这意味着，
持有电子社保卡之人，
在看病后
不用排队即可直接线上支付或者在购药时扫码支
付。
未来，电子社保卡将在人社、政府公共服
务、金融等领域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应用，重点推
进线上查询社保权益记录、线上就医购药支付
结算、线上办理参保缴费、线上办理职业资格认
证、线上人社公共服务办事凭证等业务场景应
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东大辽宁省综合评价
计划录取招生340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报道 昨日，东北大学 2019 年辽
宁省综合评价录取简章出炉，总计划为
340 人。符合辽宁省高考报名条件，体
检合格，不含政策性加分的高考文化课
成绩达到辽宁省自主招生控制分数线的
考生均可报考。
具体招生专业方面看，理工科类包
括类别为“甲类”的材料类（含材料科学
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功能材
料、材料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外合
作办学）、工科试验班（含冶金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科
学、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创
新实验班；工科试验班（含土木工程、测
绘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采矿工程、
矿物加工工程、资源勘查工程）；理科试
验班（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学、工程力学、应
用统计学）；生物工程类（含生物工程、生
物制药），还有类别为“乙类”的生物医学
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包括类别为“一”的公共管理
类（含法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新
闻学）；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日语、
俄语、德语）；人文科学试验班（含思想政
治教育、哲学）。
其中，采矿工程创新实验班只招男
生 ，生 物 工 程 类（含 生 物 工 程 、生 物 制
药）、生物医学工程（中外合作办学）、外
国语言文学类仅限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
生报考，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仅限外语语种为英语或法语的
考生报考。
东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纳入辽宁省
高考志愿统一填报，设在辽宁省普通类
本科提前批次志愿栏。报考东北大学综
合评价录取不影响正常填报其他批次高
考志愿和录取。

沈铁中欧班列
今年开行 100 列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李娜报道 据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介绍，截至 6 月 10 日，中欧班列
2019 年开行数量达到 100 列，2014 年以
来累计开行 1290 列。据介绍，从大连通
过海运到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至少要
40 多天，通过中欧班列只需 18 天左右便
可抵达。在加强运输组织的同时，沈铁
进一步延伸中欧班列的覆盖区域，形成
以沈阳、大连、营口、长春、赤峰（通辽）
为支点，终至俄罗斯莫斯科、白俄罗斯
明斯克、波兰华沙、德国汉堡和杜伊斯
堡等欧洲多个城市的开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