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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办理了个人账户划拨，这种情
况下怎么办？”自开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后，我省的一些异地人员针对个人账户、
结算出现报错的情况有很多疑问。为此，记
者联系到了黑龙江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省对
已办理异地手续的参保人员，个人账户资
金在征求本人同意后，定期划拨到其本人

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或本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这种情况下，在跨省普通门诊刷卡
时，我省异地人员的个人账户不使用，如
异地人员银行账户未收到个人账户资金
可咨询参保地经办机构。还有一些患者
在刷卡时出现报错等情况，有些是因为传
输过程出错，需要患者马上联系参保地的
医保部门。

已办理异地手续的 个人账户资金可划拨到指定账户

39项执法权都有啥？
看这里

1、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
焚烧生活垃圾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
行处罚。

2、对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抛
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
建筑垃圾，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
处置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行处罚。

3、对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
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4、对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
境污染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5、对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
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6、对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
筑垃圾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7、对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费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8、对从事新区开发、旧区改建和
住宅小区开发建设的单位，以及机
场、码头、车站、公园、商店等公共设
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未按照城市
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
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
施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9、对在树木、建筑物、构筑物、市
政设施及地面上乱喷涂、乱刻画、乱
张贴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10、对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
其附属设施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11、对不实行门前三包制度和周
末卫生日制度且逾期不改的和未按责
任区实行及时清雪、清除污冰、清除垃

圾污物制度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行处
罚。

12、对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行为由乡镇进行处罚。

13、对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
建设的行为由乡镇进行处罚。

14、对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
批准期限不拆除的行为由乡镇进行
处罚。

15、对攀登树木、掐花、摘果、折树
枝等损坏树木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
罚。

16、对施工单位的建筑土方、工
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
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行为由
乡镇进行处罚。

17、对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
环境卫生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罚。

18、对未按照规定清扫、堆放、装
运冰雪或者向道路、广场等公共区域
抛洒冰雪、液体或者向雪堆倾倒垃圾
污物、未按照要求清除因管线渗漏形
成的道路积冰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
罚。

19、对占用道路、广场经营性维
修、清洗机动车辆、或者在室内清洗
机动车辆向室外排放污水的行为由
街道进行处罚。

20、对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
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
用途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行处罚。

21、对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
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
用途的；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
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进行经营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行处
罚。

22、对未经批准擅自砍伐城市树

木和对树木进行剥皮、挖根的行为由
街道进行处罚。

23、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
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行为由乡镇街
道进行处罚。

24、对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
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
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行为由乡镇
街道进行处罚。

25、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
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行为由
乡镇街道进行处罚。

26、对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
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
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
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行处罚。

27、对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
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行为由乡
镇进行处罚。

28、对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
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
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行
为由乡镇进行处罚。

29、对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
田保护区标志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
行处罚。

30、对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
条件的行为由乡镇进行处罚。

31、对未经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或者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
外墙上开门、窗的行为由街道进行处
罚。

32、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的行为由乡镇进行处罚。

33、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
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行为由乡镇
进行处罚。

34、对擅自改变耕地用途，将耕
地转为非耕地，以及非法占用耕地的
行为由乡镇进行处罚。

35、对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运载工
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没有及时清洗、
消毒的行为由乡镇进行处罚。

36、对盗伐集体（个人）林的行为
由乡镇进行处罚。

37、对滥伐集体（个人）林的行为
由乡镇进行处罚。

38、对未经注册登记，擅自招收
幼儿的行为由乡镇街道进行处罚。

39、对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
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
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行为
由乡镇进行处罚。

我省首批9个统筹区开通

门诊费用年底前可全部跨省结算
生活报讯（记者

王秋实）今年，我省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扩大我省异地
就医结算范围，这对
于在外省的黑龙江人
来说，无疑是利好消
息。在三亚居住两年
的鹤岗刘先生一家也
的的确确享受到了异
地就医可跨省直接结
算的便利。

近日，国家医保
局将全国15个省市
纳入普通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试点省
份，黑龙江省作为试
运行之一的省份，目
前试运行的情况如
何？近日，记者进行
了走访调查。

“我来三亚已经两年了，父母年龄大
了，经常会有头疼脑热的症状，住院的费
用是享受了跨省结算的政策，但门诊检查
根本没办法直接结算。今年该政策一推
行，我们马上就受益了。”刘先生向记者介
绍，春节期间，他母亲因胃肠感冒在门诊
检查，费用当天就直接结算了，这对于异

地人员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
记者了解到，刘先生办理过异地就医

备案手续，此次门诊费用结算，并不需要
另外备案。此次试运行，我省已经办理异
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开通普通门
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均无须另外备
案。

普通门诊费用可跨省直接结算 无须另备案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17年底，我省住院
跨省结算已经实现了与所有省份、统筹区的互联互
通。截至2020年12月底，京津冀等12个省（区、
市）列入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2月1日，新
增的15个试点省份中黑龙江省列在其中。

22日，记者从黑龙江省医保局了解到，我省此
次试运行并没有达到全省覆盖，首批开通的是省本
级、绥化、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黑河、伊春、
大兴安岭等9个医保统筹区，定点医药机构10家；
而哈齐牡佳大几座城市因软件接口等情况正在陆
续升级。2月底，省直医保将覆盖所有三级异地定
点医院开通跨省普通门诊直接结算。“下一步，哈齐
牡佳大这几个城市也将陆续开通，预计在年底前完
成接口改造，测试后上线门诊费用跨省结算将全面
开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跨省普通门诊直接结
算还处于试运行阶段，系统仍在优化升级，黑龙江
省医保部门也将继续优化管理、改进服务 。

系统仍需优化升级
年底前全省覆盖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毁坏树木、垃圾不分类由街道办负责；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
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由乡镇街道处罚……日前，记者从省政府获悉，为推进行政执
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效能，39项执法权下放基层。

我省下放39项执法权

毁坏树木 垃圾不分类由街道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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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广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21年3月2日9时在林口县奎山镇政府会议室公开拍
卖林口县奎山镇共禾村、禾加屯部分蚕场三年承包权
（自《承包合同》签定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欲参加竞买者请于2月28日-3月1日16时前交纳保证
金并到林口县奎山镇共和村村委会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疫情期间须提前预约办理。

电话及微信：13946067879

拍
卖
公
告

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沁
园
茶
庄

沁
园
茶
庄

疫情不挡茶香，
冬季来临，茶来袭。
沁园茶庄疫情期
间推出几款特惠
古树茶。
普洱生茶：
邦葳纯料古树茶、临
沧南迫古树茶、易武
正山老树茶饼、老班
章普洱茶、布朗山纯
料饼、乔木青饼、大
雪山生饼、千家寨古
树茶。
普洱熟茶：
班章金毫、南糯山七
子饼、宫廷贡饼、景
迈老树茶、07宫廷
散、勐海大叶散、糯
香小坨。

联系电话:
13204518939
广告勿扰

普洱茶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记者从哈
尔滨建设工程信息网获悉，“哈尔滨市
双榆树学校项目”已由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建设，香坊区教育局现对该项目
的设计和勘察进行公开招标。依据招
标文件，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香坊区双
榆街规划路（华南街与双榆街交口）。

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30140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17190平方米。其
中，教学楼1栋，建筑面积13312平方
米；餐厅及风雨操场 1栋，建筑面积
3796平方米。所谓风雨操场，就是能
进行室内体育活动的场所，是功能相
对简单而个性比较鲜明的中小型体育
建筑，即便是风雨天，学生也能有地方
上间操和体育课。同时，该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为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管
理用房、场区配套设施等。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一 记者
何兴丽）近日，家住哈尔滨市太古
街587号的汪女士向记者反映，小
区单元门口和车行道上积冰特别
严重，好似“溜冰场”，道路光滑难
行，存在安全隐患。

“这路面现在真没法走人，冰
那么厚，还坑坑洼洼的，前两天我
差点儿摔倒。”汪女士告诉记者，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路面上结了
一层冰，大概百余米长。晚上路上
没有路灯，行走更是困难。

20日，记者在太古街587号附
近看到，冰的面积占据了车行道的
大半，人行道上的冰面凹凸不平，
小区单元门口也被冰面“占领”，给
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困扰。记者一
路前行发现，百余米内都是相同的
情况。

22日，记者联系到了靖宇街道

办事处反映路面积冰无人清理的
情况，负责人告诉记者，路面上积
冰情况他们已经有所了解。冰面
之所以一直未被清理，是由于一处
地下室的住户将室内的积水排放
到街道上所致。靖宇街道办事处
表示，发现路面上有冰的时侯，已
经与先锋物业取得联系。物业表
示，应先解决地下室漏水的问题，
再解决路面“溜冰场”的问题。

随后，记者联系到先锋物业维
修站杨站长，杨站长告诉记者，物
业已经 3次到现场查看情况了。
渗水位置在墙角和地面，而该地下
室的上下水管线多在棚顶，与渗水
位置不符。因此，应排除上下水管
线导致渗水。

针对地下室没有上下水管线
的问题，物业表示可提供长管子把
屋内积水排到下水井。

道外区太古街一地下室漏水

积水排路面 结冰百余米

对于物业李经理的说法，很
多居民并不认可，居民普遍认为，
走廊里的管线属于公共部位，漏
水应由物业来管。

随后，记者来到漏水管线处，
距这处漏水点非常近的209室住
户石先生告诉记者，他确实看到，
疏通的时候，掏出了毛巾等杂
物。这里经常因为堵塞导致漏
水，满走廊都是脏水，居民出行十

分困难。物业也不管这事，也不
来清扫。物业表示，漏水点附近
应该算主管道，应该查到哪家堵
的，就从哪家通。而这个问题困
扰居民有十年左右了，一直解决
不了，最近一次堵是4天前。

随后，记者再次联系物业李
经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针对
居民们的诸多问题，本报将继续
关注。

居民：是公共区域 费用应由物业负责

体育小区5-1号楼居民反映：

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下水管堵十年 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居民：是公共区域费用应由物业负责 物业：使用不当所致费用该业主承担

22日，记者来到哈尔滨市道外区
体育小区5-1号楼。据居民介绍，这栋
楼曾是一家酒店，后来改成了居民楼，
所以楼内的布局跟传统居民楼有很大
区别，更像公寓。每一层的居民共用一
个走廊，所有一单元住户都要经由二楼
的走廊进出，二单元住户则是从三楼走
廊进出。

记者在二楼发现，左侧是无法使用
的电梯，右侧是长长的走廊，是一单元
2楼以上住户每天进出的必经之路，而
头顶上就是密布的上下水管线和电线。

得知记者来采访，居民纷纷前来。
一位老户告诉记者：“这栋楼应该是
2008年左右改的，最早是个洗浴中心
的酒店，后改成的住宅。2楼走廊属于
公共走廊，这部分的管线也是公共管
线，经常因堵塞导致漏水。”“一年堵7
次了。”4楼住户高女士告诉记者。

走廊管线多
经常因堵塞导致漏水

关于走廊管线漏水的问题，
哈尔滨市体育物业供热管理有限
公司李经理表示，今年2月4日又
堵了，考虑到快过年了，物业没收
费，在外面雇人给疏通了。疏通以
后，当天好使了，第二天早上又不
好使了。疏通的人又来了，在下水
管里掏出来了一条毛巾和一些碎
布头，这说明是住户使用不当。按
照物业法规规定，室内下水人为造
成堵塞，由相关使用人自行解决。
使用人可以找社会上疏通下水的
公司疏通，也可以雇佣物业公司疏
通，但都是有偿服务。现在堵在二
楼了，就应该由二楼至七楼共同出
资。按照物业法的53条规定，出
户井到化粪池这一段是由物业公
司来进行管理的。这是大家交物
业费里边含的费用，但室内的应由
住户自行负责。

物业：
堵塞因使用不当所致
业主承担疏通费用

生活报22日讯（记者栾德谦文/摄）近日，哈尔滨市民伊先生向记者反映，道外区体育小区5-1号楼2楼的下水
管线漏水多年，小区物业不作为。22日，记者来到该小区进行了实地采访。

现状：

下雨天
也能上体育课啦

这所学校要建
“风雨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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