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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临高正余农资服务有限公司（纳税
识 别 号 914690285892982751）
2020年2月25日不慎遗失未填开
的海南普通发票（记账联、发票联）
15份，发票代码：4600171320 ，
发票号码：09332155-09332169，
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迈瀛社区
第三、四居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市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号:460100201900171，声
明原件作废。如有异议请拨打:
68720934。

公 告

遗 失典 当
▲琼中营根宏源环保消杀中心（代
码：92469036MA5RGU1P0P）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志通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1687643，声明作废。
▲定安县基督教油海堂不慎遗失
法人王琼川私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东方鑫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海南东方众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声明作
废。
▲莫召玉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黄
联收据，收据号：0009765，金额
640元，现声明作废。
▲左小兵遗失三亚市解放中路明
珠广场明珠超市开具的押金收据
一份，编号0025788，声明作废。

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20年 3月8日17时止。咨询电
话：0898—66525789 报名地址：
海口市渡海路88号海口外滩中心
一期华府天地1号楼A座602室

王施姑地籍调查通告
我局正受理王施姑位于八所镇解
放西路南排洪沟宗地的地籍调查
事宜，该宗地土地面积为181.5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
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杜有
腾，南至市中心水沟，西至欧茂雄，
北至彭杯六，坐标为详见宗地图界
址点坐标表。凡对该宗地权属有
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
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
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
地图。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5日

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黄雪云名下
位于海口市城西乡坡博村华立小
区1单元14号（第一层）商铺（产权
证号：HK147713号）。凡对上述
查封的房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据材
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
法处理。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2020年2月26日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0313期）

受委托，于2020年3月13日上午
9：30分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海
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青安橡
胶分公司热作场8队和青年农场3
队共计514.45亩橡胶林木，出材
量约2969立方米；参考价150万
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报名单位
必须是注册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县
域的木材加工企业。标的展示及办

重组公告
本公司拟进行重组及股权变更，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包括担保、
抵押）的单位或个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
68号利亨花园利贞阁101室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登记，逾期不予
受理。自公告之日起以前的债权
债务由原股东负责，之后的债权债
务由本公司承担，特此公告。联系
人：周小姐，电话：15109876095
单位名称：海南中晟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2020年3月4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7执44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刘广严与被执行
人黄雪云离婚纠纷一案，本院
（2020）琼0107执44号执行裁定

作废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迈瀛社区
第三、四居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市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号:460100201900269，声
明原件作废。如有异议请拨打:
68720934。

遗失声明
海南海杰青牧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声明
作废。
▲徐文艳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为：420381198508200046，特此
声明。
▲庞晶璋（于2020年2月12日）不
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00319920418002X，特此声明。
▲海南兴凯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建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锦、孙运开、周

乃照、王义丰、陈显策、曾维鹏、陈

益群、许环吉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19〕第 316-

32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0〕第 183-190 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01713），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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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3月10日、

11日00:00—06：00分批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重启

机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3月6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司将于 2020年 3月 6 日

00:00－06:00对 4G 网络系统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全省

4G用户上网及高清语音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3月6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3月13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
鳗鱼苗约130万尾，重量约235吨，参考价：500万元，竞买保

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3月12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3月12日下午5时止（以

保证金到账为准）。
有关详情请关注我司公众号或网站及前来我

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

中心9层；电话：13398975899。
公司网址：www.hnhxpm.net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告知书
海南盛世群升实业有限公司、海南瑞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三亚华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三亚牛虻双酷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
行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接收我局下达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
指令书》后，限期内仍未支付农民工工资，现拟将你单位列入拖欠
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你单位如对该行政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劳动关系和劳动监察科提出陈述或者申
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的权利。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898-88868025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2月19日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
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
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
民健康，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在破解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建立中国特色
医疗保障制度的决策部署，着力解决医
疗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现就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快建
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
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通
过统一制度、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提升
服务，增强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协调性，
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推进医
疗保障和医药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促
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使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坚持应保尽保、保
障基本，基本医疗保障依法覆盖全民，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确定保障范
围和标准。坚持稳健持续、防范风险，科
学确定筹资水平，均衡各方缴费责任，加
强统筹共济，确保基金可持续。坚持促
进公平、筑牢底线，强化制度公平，逐步
缩小待遇差距，增强对贫困群众基础性、
兜底性保障。坚持治理创新、提质增效，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提高医保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标准
化、智能化水平。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增强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的整
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保障群众获得高
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药服务。

（三）改革发展目标。到2025年，医
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完成待
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
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
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到2030
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
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
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
疗保障制度体系，待遇保障公平适度，基
金运行稳健持续，管理服务优化便捷，医
保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更好
保障病有所医的目标。

二、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
保障机制

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是增进人民健
康福祉的内在要求。要推进法定医疗保
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健全重特大疾病医
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统筹规划各类医疗保
障高质量发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基金
承受能力稳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四）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坚持
和完善覆盖全民、依法参加的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和政策体系，职工和城乡居民分类
保障，待遇与缴费挂钩，基金分别建账、分
账核算。统一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医
保目录，规范医保支付政策确定办法。逐
步将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五）实行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规范政
府决策权限，科学界定基本制度、基本政
策、基金支付项目和标准，促进医疗保障制
度法定化、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各地
区要确保政令畅通，未经批准不得出台超
出清单授权范围的政策。严格执行基本
支付范围和标准，实施公平适度保障，纠正
过度保障和保障不足问题。

（六）健全统一规范的医疗救助制
度。建立救助对象及时精准识别机制，
科学确定救助范围。全面落实资助重点
救助对象参保缴费政策，健全重点救助
对象医疗费用救助机制。建立防范和化
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增强医疗救
助托底保障功能，通过明确诊疗方案、规
范转诊等措施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年度
医疗救助限额，合理控制贫困群众政策
范围内自付费用比例。

（七）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
障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
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健全重大疫情
医疗救治医保支付政策，完善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制度，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
就医。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
费豁免制度，有针对性免除医保目录、支付
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条款，减轻困难群众
就医就诊后顾之忧。统筹医疗保障基金
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提高对基层医
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
医疗服务有效衔接。

（八）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
展。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
疗救助三重保障功能，促进各类医疗保
障互补衔接，提高重特大疾病和多元医
疗需求保障水平。完善和规范居民大病
保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公务员医
疗补助及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加快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丰富健康保险产品供给，
用足用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
策，研究扩大保险产品范围。加强市场
行为监管，突出健康保险产品设计、销
售、赔付等关键环节监管，提高健康保障
服务能力。鼓励社会慈善捐赠，统筹调
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支持医疗互助有
序发展。探索罕见病用药保障机制。

三、健全稳健可持续的
筹资运行机制

合理筹资、稳健运行是医疗保障制度
可持续的基本保证。要建立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各方承受能

力相匹配、与基本健康需求相协调的筹资
机制，切实加强基金运行管理，加强风险预
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九）完善筹资分担和调整机制。就
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个
人共同缴费。非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由个人缴费，政府按规定给予补助，缴费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挂钩。适应新业态发展，完善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
准费率制度，规范缴费基数政策，合理确定
费率，实行动态调整。均衡个人、用人单位、
政府三方筹资缴费责任，优化个人缴费和
政府补助结构，研究应对老龄化医疗负担
的多渠道筹资政策。加强财政对医疗救助
投入，拓宽医疗救助筹资渠道。

（十）巩固提高统筹层次。按照制度
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管理服务一体的
标准，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市地级统
筹。探索推进市地级以下医疗保障部门
垂直管理。鼓励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按照分级管理、责任共担、统筹调剂、预
算考核的思路，推进省级统筹。加强医疗
救助基金管理，促进医疗救助统筹层次与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相协调，提高救助
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惠及贫困群众。

（十一）加强基金预算管理和风险预
警。科学编制医疗保障基金收支预算，
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适应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互联
网+医疗”和医疗机构服务模式发展需
要，探索开展跨区域基金预算试点。加
强基金中长期精算，构建收支平衡机制，
健全基金运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四、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
支付机制

医保支付是保障群众获得优质医药
服务、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的关键机制。要
聚焦临床需要、合理诊治、适宜技术，完善
医保目录、协议、结算管理，实施更有效率
的医保支付，更好保障参保人员权益，增强
医保对医药服务领域的激励约束作用。

（十二）完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
制。立足基金承受能力，适应群众基本
医疗需求、临床技术进步，调整优化医保
目录，将临床价值高、经济性评价优良的
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规范医疗服务设施支付范围。健
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医保准
入谈判制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目录
调整职责和权限，各地区不得自行制定
目录或调整医保用药限定支付范围，逐
步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建
立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评价规
则和指标体系，健全退出机制。

（十三）创新医保协议管理。完善基
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简化优化医药机构
定点申请、专业评估、协商谈判程序。将符
合条件的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协议管理范
围，支持“互联网+医疗”等新服务模式发

展。建立健全跨区域就医协议管理机
制。制定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协议考核办
法，突出行为规范、服务质量和费用控制考
核评价，完善定点医药机构退出机制。

（十四）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完善医保基金总额预算办法，健全医疗
保障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协商谈判机
制，促进医疗机构集体协商，科学制定总额
预算，与医疗质量、协议履行绩效考核结果
相挂钩。大力推进大数据应用，推行以按病
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推
广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医疗康复、慢
性精神疾病等长期住院按床日付费，门诊特
殊慢性病按人头付费。探索医疗服务与药
品分开支付。适应医疗服务模式发展创新，
完善医保基金支付方式和结算管理机制。
探索对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行总额付费，加
强监督考核，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有条
件的地区可按协议约定向医疗机构预付部
分医保资金，缓解其资金运行压力。

五、健全严密有力的基金
监管机制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保命
钱”，必须始终把维护基金安全作为首要
任务。要织密扎牢医保基金监管的制度
笼子，着力推进监管体制改革，建立健全
医疗保障信用管理体系，以零容忍的态
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
全高效、合理使用。

（十五）改革完善医保基金监管体
制。加强医保基金监管能力建设，进一
步健全基金监管体制机制，切实维护基
金安全、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加强医疗
保障公共服务机构内控机构建设，落实
协议管理、费用监控、稽查审核责任。实
施跨部门协同监管，积极引入第三方监
管力量，强化社会监督。

（十六）完善创新基金监管方式。建
立监督检查常态机制，实施大数据实时动
态智能监控。完善对医疗服务的监控机
制，建立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依法依规向社
会公开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实施
基金运行全过程绩效管理，建立医保基金
绩效评价体系。健全医疗保障社会监督激
励机制，完善欺诈骗保举报奖励制度。

（十七）依法追究欺诈骗保行为责
任。制定完善医保基金监管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监管权限、程序、处罚标准等，推
进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建立医疗保障
信用体系，推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加强部门联合执法，综合运用
协议、行政、司法等手段，严肃追究欺诈
骗保单位和个人责任，对涉嫌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打击欺诈骗保、危
害参保群众权益的行为。

六、协同推进医药服务
供给侧改革

医药服务供给关系人民健康和医疗

保障功能的实现。要充分发挥药品、医用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深化医药服务供给
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推进医保、医疗、医
药联动改革系统集成，加强政策和管理协
同，保障群众获得优质实惠的医药服务。

（十八）深化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制度改革。坚持招采合一、量价
挂钩，全面实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以医保支付为基础，建立招标、采
购、交易、结算、监督一体化的省级招标
采购平台，推进构建区域性、全国性联盟
采购机制，形成竞争充分、价格合理、规
范有序的供应保障体系。推进医保基金
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完善医保支付标
准与集中采购价格协同机制。

（十九）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
制。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医用耗
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全国交易价格信
息共享机制。治理药品、高值医用耗材
价格虚高。完善医疗服务项目准入制
度，加快审核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建
立价格科学确定、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
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建立医药价格信
息、产业发展指数监测与披露机制，建立
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完善价
格函询、约谈制度。

（二十）增强医药服务可及性。健全
全科和专科医疗服务合作分工的现代医
疗服务体系，强化基层全科医疗服务。
加强区域医疗服务能力评估，合理规划
各类医疗资源布局，促进资源共享利用，
加快发展社会办医，规范“互联网+医
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完善区域公立
医院医疗设备配置管理，引导合理配置，
严控超常超量配备。补齐护理、儿科、老
年科、精神科等紧缺医疗服务短板。做
好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受理与
审评，通过完善医保支付标准和药品招
标采购机制，支持优质仿制药研发和使
用，促进仿制药替代。健全短缺药品监
测预警和分级应对体系。

（二十一）促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推
行处方点评制度，促进合理用药。加强
医疗机构内部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分类
完善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
结果与医保基金支付挂钩。改革现行科
室和个人核算方式，完善激励相容、灵活
高效、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
度，健全绩效考核分配制度。

七、优化医疗保障公共
管理服务

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关系亿万群
众切身利益。要完善经办管理和公共服
务体系，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
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推进医保治理创新，为
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服务。

（二十二）优化医疗保障公共服务。
推进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实现医疗保障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

一单制结算。适应人口流动需要，做好
各类人群参保和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
续，加快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深化医疗保障系统作风建设，建立统一
的医疗保障服务热线，加快推进服务事
项网上办理，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十三）高起点推进标准化和信息
化建设。统一医疗保障业务标准和技术
标准，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
全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实现全国医疗保
障信息互联互通，加强数据有序共享。规
范数据管理和应用权限，依法保护参保人
员基本信息和数据安全。加强大数据开
发，突出应用导向，强化服务支撑功能，推
进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可及。

（二十四）加强经办能力建设。构建
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经办管理体系，大
力推进服务下沉，实现省、市、县、乡镇
（街道）、村（社区）全覆盖。加强经办服
务队伍建设，打造与新时代医疗保障公
共服务要求相适应的专业队伍。加强医
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能力配置，建立与
管理服务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政
府合理安排预算，保证医疗保障公共服
务机构正常运行。

（二十五）持续推进医保治理创新。
推进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法人治理，积极引
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探索建立共建
共治共享的医保治理格局。规范和加强
与商业保险机构、社会组织的合作，完善激
励约束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医保管理
协作机制，实现全流程、无缝隙公共服务和
基金监管。更好发挥高端智库和专业机
构的决策支持和技术支撑作用。

八、组织保障
（二十六）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把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作为重要
工作任务，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医疗保障
改革发展全过程。严格按照统一部署，
健全工作机制，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的政策措施。将落实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确保
改革目标如期实现。

（二十七）强化协同配合。加强医疗
保障领域立法工作，加快形成与医疗保
障改革相衔接、有利于制度定型完善的
法律法规体系。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加
强医保、医疗、医药制度政策之间的统筹
协调和综合配套。国务院医疗保障主管
部门负责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改革中跨部门、
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大问题，指导各地区
政策衔接规范、保障水平适宜适度。

（二十八）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区各
部门要主动做好医疗保障政策解读和服
务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预
期。充分调动各方支持配合改革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凝聚社会共识。重要改革
事项要广泛听取意见，提前做好风险评
估。遇到重大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
院请示报告。（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2020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