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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的人去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发生的是符合医保规
定的医疗费用，本年度的累计
医疗费用达到了起付线但还没
到封顶线，为什么在有些情况
下，医保还是不能报销？

答：我国《社会保险法》第三
十条规定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一）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
中支付的；（二）应当由第三人
负担的；（三）应当由公共卫生
负担的；（四）在境外就医的。

比如因打架斗殴产生的医疗费用，就属于上述不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情形，因此不能予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报销。如果医院在治疗费用结算时使用了医保报销，则医
院的行为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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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医保政策宣传工作，加深广大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理解，省医疗保障局在《海南日报》特开辟
《海南省医保政策宣传》专栏，选取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本专栏每周定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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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政策：医保待遇及报销
问：如果是

上班途中发生
的车祸，是否由
医保来支付？

答：上班途
中发生的车祸，
首先要按照事
故的责任来确
定医疗费用的
支付主体。如
果是对方承担
全部责任或主
要责任，则由对方支付医疗费用；如果肇事者逃逸，则
要由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参保人的医疗费用，工伤保险
有权事后追偿。如果参保人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
承担主要责任，则无法认定为工伤，医疗费用应由医
疗保险支付。 （策划/撰文 晓原 吉秋平）

问：车祸的医保报销
也有很多情况，不是所有
的车祸都可以用医保报
销。自己无过错情况下发
生的车祸，医保能报销吗？

答：一般来说，这种情
况下，医保不能报销。根
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第三
十条的规定，交通事故等
存在第三方责任人的情
况，应由第三方责任人承
担医疗费用，医保不能予
以报销。如果有第三方责任人的情况下，参保人自行到医院
就医，不对医生说明受伤的真实原因，而是让医生按照自己意
外跌倒等原因来给自己治疗并利用医保报销，就涉及到欺诈
骗保，是违法行为。

问：如果第
三 方 责 任 人 逃
逸，目前找不到，
医疗费用只能自
己出吗？

答：如果肇
事者逃逸无法
找到，医保基金
可以先行支付
参保人的医疗
费用。根据《社
会保险法》第三
十条第二款规
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
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新能源汽车在
三亚机场停车享优惠

本报三亚7月9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李萍）7月9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亚
机场）发布通告，根据《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
务收费暂行规定》，从即日起开始实行新能源汽车
停车收费优惠政策，并在机场内多个区域增设了
新能源汽车停放现行收费标准公示牌。

根据规定，凡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
登记的新能源汽车，进入三亚机场停车场停放不
足30分钟均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对于停放时长
超过30分钟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按现行非
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据悉，
优惠政策实施后的首日，三亚机场停车场已有
546台新能源汽车享受了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旅客满意度。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陈雪
怡）“办宴先写帖”——近日，2020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金秋车展正式启动
招商工作，向全省汽车生产企业和汽
车经销商发出邀约：共办“汽车盛
宴”，共享累累硕果。

作为“海南最会卖车的车展”之
一，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已成功举办13
届，不少车商和消费者都将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称为“全岛销量王牌”。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的组织、策划、筹备、
服务，以及车展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等，都是众多车商连年选择参加金秋
车展的原因。

金秋车展，相约九月。今年6月
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正式公
布，明确提到要围绕新能源汽车、智
能汽车等壮大先进制造业。业内普
遍认为，《总体方案》的相关优惠政

策，将给海南乃至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带来新机遇，也将助力我省加快
推广新能源汽车。

今年以来，我省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环境不断完善，省政府专门
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台了 1万元/台
的促消费奖励政策。截至 6 月 15
日，今年我省已累计推广新能源汽
车 5580 辆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55.8%。其中，个人用户购买新能
源 汽 车 3918 辆 ，占 推 广 总 量 的
70.2%，与去年同期的 24.5%相比，
提高了45.7个百分点，显示出我省

个人用户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明
显提升。

面对日趋旺盛的购车需求，不少
车商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招商
工作正式启动前已来电咨询。作为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的“老朋友”，这些
车商表示，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落地
后，汽车消费市场加快回暖，九月又
是“金九银十”的汽车销售旺季，金秋
车展的举办恰逢其时。此外，金秋车
展将拉动全年汽车交易量增长，车商
可以在车展上收集意向客户信息，持
续跟进促成交易。

共享新机遇 共创新未来

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正式启动招商

环岛高铁实施
新列车运行图
增加列车开行对数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符转）海南日报记者7月9日从海南铁路海口车
务段了解到，为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海南环岛
高铁、海口市郊列车从7月10日零时起实施新列
车运行图。

据了解，海南环岛高铁新列车运行图每日开
行“C”字头动车组列车47.5对，其中东段本线27
对，西段本线3对，三亚至三亚环岛10.5对，海口
东至海口东环岛7对，较旧图增加2对。

新图仍分为日常图和周末图。日常图每日开
行“C”字头动车组列车36.5对，其中海南环岛高铁
东段本线23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7.5对，海口
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6对，较旧图增加3对；周末
图每日开行“C”字头动车组列车39.5对，其中海南
环岛高铁东段本线23对，三亚至三亚环岛列车
10.5对，海口东至海口东环岛列车6对，较旧图增
加3对。海口市郊列车部分运行时刻发生变化，
开行对数未进行调整。

据介绍，前一段时间，铁路部门对旅客出行需
求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调整优化了运行图。

本报那大7月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7月9日晚，儋州市文化惠民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在该市木棠镇梁屋村调声文化公园举行。来
自木棠镇、中和镇、光村镇、东成镇等镇的11支儋
州调声演员队伍，表演了《嘱姑九点半》《建设自贸
港、美好新儋州》等儋州调声节目，用歌声弘扬抗疫
精神，凝聚力量，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
折捐赠仪式，来自海南省西部邮政管理局、中国邮
政集团儋州分公司等单位的干部职工，向当地医
务工作者代表捐赠了邮折。现场还展出了儋州特
色美食。

位于梁屋村口的儋州调声文化公园，于2019
年12月底建成开放，占地约30亩，是田园式调声
公园。公园由原生态自然景观构成，三角梅、兰花
草、木棉树等植被分布其中，内有人工小湖、凉亭、
座椅等设施，是首个专门为儋州调声文化而打造
的开放式公园，可容纳1万余名观众。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梁振
君）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7月9日披
露，该委近日与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管
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城
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取消城镇燃气
工程安装不合理收费。

通知要求，各市县市场监管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监管，重点对凭借市场
支配地位垄断燃气工程安装市场、以

供气安全等为由对非利益相关方施工
且已验收合格的燃气工程另行加价、
将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变换名目另行
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查处
情况由各市县市场监管部门报市县发
展改革部门通过“信用海南”官网进行
公示，形成行政处罚的违法违规行为
应纳入相关企业失信记录。

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是指为保障

用户通气，相关企业提供建筑区划红
线内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验收等服务而收取的与工程建设相关
的服务费和材料费等费用。燃气工程
安装收费范围仅限于建筑区划红线内
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不得向红线外
延伸。2019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城
镇燃气工程安装的规范化管理，市场
秩序持续改善，用户负担切实减轻，但

仍有少数地区存在燃气工程安装竞争
不充分、住房建设单位违规收取燃气
工程安装费等问题。

通知指出，各市县要加快建立完善
公平开放的燃气工程安装市场，鼓励具
备燃气工程安装施工能力的企业依法
取得相应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资质后参
与市场竞争，鼓励具备安装资质的企业
跨区域开展燃气工程安装和改造业务。

通知明确，自2017年 5月 20日
起，住房建设单位和购房者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的住房，其管道燃气工程安
装费计入住房开发建设成本，由燃气
经营企业与住房建设单位协商确定并
进行结算，住房建设单位不得在房价
外向购房者另行收取管道燃气工程安
装费，购房者不再交纳与管道燃气工
程安装有关的费用。

我省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

4大类不合理收费被叫停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同学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家喜
欢的音乐课时间。今天我们要和三
沙市永兴学校的同学们一起上课，大
家一起对着屏幕向永兴的小朋友们
问好吧！”7月9日下午，北京师范大
学海口附属学校的5G网络同步课堂
教室里，40名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
的学生与12名永兴学校的学生坐在
各自的教室里，通过5G网络连线同
上了一堂音乐课。

当天下午，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
小学部的音乐老师刘钰带领学生们
学唱了一首欢快的少数民族歌曲
——《勇敢的鄂伦春》。“大家看图片
上的鄂伦春人，他们穿的是什么？”

“如果让大家骑上马，你们的心情会
怎样？”在教室的大屏幕上，刘钰展示
了几张鄂伦春人衣食住行的照片，以
加深学生们对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
了解。同时，她又抛出了两个问题，
引发学生思考。

话音刚落，身处两地的同学们踊
跃举手。“因为大兴安岭很冷，他们都
穿着厚靴子、大衣。”北师大海口附属
学校小学部的学生王燕佳观察仔细、
回答清晰。“如果让我骑马，我肯定很

高兴。”通过屏幕抢到答题的机会，永
兴学校的学生梁振强一脸兴奋。

紧接着，刘钰又带领52名学生一
起学读歌词，伴着琴声轻唱歌曲。在
5G网络的助力下，两地课堂声音和画
面的传播延迟不到1秒，师生们几乎

听不到杂音。
为激发学生们的兴趣，刘钰还专

门带来了乐器“双响筒”。北师大海口
附属学校的学生张昭明自告奋勇上台
为大家伴奏。因为5G网络同步课堂
教室里的智能摄像头可自动捕捉动态

画面，两地教室的大屏幕随即呈现张
昭明伴奏的特写。当“双响筒”的声音
响起时，就如同给这首民乐加入了“哒
哒”的马蹄声！

“一呀一匹烈马一呀一杆枪，翻
山越岭打猎巡逻护呀护山林。”40分

钟很快就过去了，当天的音乐课在
两地学生的歌曲合唱中结束。“今天
一下子多了几十个同学，除了唱歌，
老师还教我们乐器伴奏和跳舞，我
抢到了两个回答问题的机会，今天
的课太有意思了！”下课后，永兴学
校的学生庄雅雪意犹未尽，期待能
和海口的小伙伴们一起再上一堂
5G网络同步课。

据介绍，为进一步探索利用信息
化手段提升乡村及薄弱中小学的教学
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省正
在积极推进中小学5G网络同步课堂
试点项目建设。项目在海口、三亚、琼
海各选一所优质学校作为主课堂，3
所学校各有一所结对学校，并同时对
接三沙永兴学校。目前，北师大海口
附属学校是海口唯一设置了5G网络
同步课堂教室的学校。

永兴学校校长冉兆春介绍，今年
以来，该校学生已和北师大海口附属
学校小学部的学生共上了3堂5G网
络同步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我校师资力量有限，特别是高质量的
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类课程十分缺
乏，5G网络同步课堂开拓了学生的眼
界，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我省探索“5G+远程教育”新模式，提高优质教育资源覆盖率

共上一堂课 名师踏“云”来

7月9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小学部的音乐老师刘钰（中）在5G网络同步课堂教室为该校和三沙市永
兴学校共52名学生上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凡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工程设计、施工等服
务和材料不相关的收费，包括开口费、接口费、接入费、
入网费、清管费、通气费、点火费等类似费用

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外市
政管网资产的增压费、
增容费等

涉及市政管网至建筑区
划红线连接的初装费、
接驳费、开通费等费用

其他成本已纳入配气价
格的表具更换等费用

城镇燃气工程安装
不合理收费
有哪些

制图/张昕

儋州举办文化惠民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央视《中国影像方志》
关注白沙“非遗”文化

本报牙叉7月9日电（记者曾毓
慧）7月5日晚，央视大型纪录片《中国影
像方志》播出《海南卷 白沙篇》，重点关
注白沙黎族自治县山兰酒、老古舞、黎锦
双面绣等“非遗”项目传承与发展情况。

《海南卷 白沙篇》介绍，山兰稻是
白沙青松乡最重要的物产，这种适宜
旱地种植的山地旱稻，在千百年的岁
月里养育了大山里的黎家人。2017
年以来，白沙围绕“啦奥门”打造山兰
特色文化节，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体
验千百年前黎族先民的日常生活，同
时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海南卷 白沙篇》还点赞白沙为
呵护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举措。

7月9日20时，儋州市文化惠民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在该市木棠镇梁屋村调声文化公园
举行。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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