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久公路
大武隧道左洞贯通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11 月 11 日，花
久公路大武隧道左洞顺利贯通，使大武镇
至下藏科乡的车程缩减了近 70 公里，为当
地群众出行及后续路面施工提供了便利，
也为花久公路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大武隧道地处果洛藏族自治州， 进口
段为玛沁县大武镇，出口段为甘德县江千
乡，是花久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平均
海拔 4125 米，左洞全长 2770 米，右洞全长
276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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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开始换发 170 万张社保卡
●2016 年 5 月 31 日后原城镇职工医保卡停用
●2016 年 6 月 30 日后城乡居民医保卡停用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西宁市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获悉，从 11 月 15 日起，
西宁市全面启动社会保障卡发放工作 ,机
关事业单位 6 万余医保参保人员社保卡
先行发放，其他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农合参保人员社保卡陆续发放。

据了解，2015 年年底前， 将完成西宁
市 145 万张社保卡的制作，11 月 16 日起
开始发放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社保卡，
12 月中旬发放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企
业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卡，今年年底开始
发放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参保人
员社保卡。 今明两年西宁市将完成近 170
万张社保卡发放任务。

各类参保者社保卡如何发放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在市
本级参保的数据采集表和社保卡由市社
保局发放到用人单位，在各区县社保局参
保的数据采集表和社保卡分别由各区县
社保局发放到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负责
社保卡信息采集和发放工作。 职工医保灵
活就业人员社保卡由市区县社保局负责，
安排参保人员到指定地点填写信息采集
表，并领取社保卡，地点另行通知。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 由各
区县社保局负责组织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和社区做好本辖区参保居民社保卡的信
息采集及发放工作，安排参保居民填写信
息采集表，并领取社保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者： 由各
区县社保局牵头，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负责组织村委会进行本辖区参保人员的
信息采集及发放工作。

社保卡更换有一定的过渡期， 如领取
社保卡后未激活使用的，在新、旧卡过渡期
内仍可使用原医保 IC 卡。 2016 年 5 月 31
日后原城镇职工医保卡停止使用，2016 年
6 月 30 日后，城乡居民医保卡停止使用。

社保卡使用小贴士

●新发放的社保卡代替原医保 IC 卡，
社保卡与原医保 IC 卡的区别：

一是社保卡是采用全国标准的 CPU
卡， 满足跨统筹地区通读通用的要求，卡
内信息更安全。

二是社保卡应用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各业务领域， 而原医保 IC 卡仅用于医疗
保险业务领域。

三是新发放的社保卡是加载了金融功

能的复合卡， 相比原医保 IC 卡增加了银
行借记卡的功能。

新社保卡密码如何设置

社保卡有两个密码， 分别为社会保障
应用密码和银行金融应用密码。 参保者领
到社保卡后，需分别修改密码才能激活使
用。

社会保障应用卡初始密码为 123456，
持卡人携带社保卡到市级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参加职工医保的还可到定点药店）
或市、区县社保局修改，修改成功后社保
卡的社保应用功能激活，可正常就医购药
并进行即时结算。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原医
保卡账户余额将自动划转到新的社保卡
内，同时，原医保卡作废，停止使用。

银行金融应用初始密码为 955330。
提醒：为了保证安全，不要将两个密码

设为同一密码。
●社保卡有两种挂失方法
社保卡丢失或被盗后，为了避免损失，

持卡人应当及时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和建设银行分别挂失。 挂失分为口头挂
失和书面挂失。 书面挂失后方可办理补卡
业务。

口头挂失： 拨打 12333 服务电话挂失
社保功能应用， 拨打 95533 建设银行客服
电话挂失金融功能应用。

书面挂失：口头挂失后，遗失人应携带
身份证原件就近到市（区县）社保局办理
书面挂失手续， 并到建设银行办理金融功
能应用书面挂失手续。

医保关系转移后
社保卡是否需要更换

参保人员医保关系省内转移的， 社保
卡仍继续使用， 不再另行发放。 参保人员
医保关系转移至省外的， 原参保地发放的
社保卡社保功能暂时无法继续使用， 卡内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在原参保地继续使
用，也可向原参保地经办机构申请提取。

●社保卡首次申领不收取费用
参保人员首次

申领社保卡不收取
费用。 遗失、损坏等
原因需要补换时，根
据建设银行公布的
收费标准缴纳每张
10 元的工本费。

宇华宁被授予“最美司机”荣誉称号
西宁公交集团发出倡议，号召全公司员工向宇华宁学习

本报讯 （记者 郑思哲） 11 月 5 日
晚， 23 路公交车司机宇华宁在突发疾
病疼痛难忍的情况下， 坚持将车上的
所有乘客安全送达车站。 此事经本报
报道后， 立即引起了社会各行各业的

广泛讨论。 昨日， 西宁公交集团正式
授予宇华宁 “最美司机” 荣誉称号，
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西宁公交集
团党委同时发出倡议， 号召全公司员
工向宇华宁学习。

同行： 我们的榜样
24 路公交车司机王宝君说， 作为

同行， 对宇华宁由衷地敬佩。 在突如
其来的疼痛面前， 他依然坚持行车，
这是我们每一名公交司机都应该向他
学习的地方。

17 路公交车司机王清鹏说， 忍受
着那样的疼痛， 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
上， 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公交作为
服务行业， 需要时刻将乘客装在心里，
需要在平凡的工作当中， 为西宁的发
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59 路公交车司机姜俊明表示， 宇
华宁的表现是平时积累的成果。 如果
平时工作散漫， 到了这种关键时刻，
肯定不会坚持。

市民： 敬业奉献正是社会所需
“宇华宁传播的是社会正能量 ，

他不仅仅是公交司机学习的榜样， 全
社会都应该以他为骄傲。” 连日来， 宇

华宁的事迹在社会各界传播。
“宇华宁的敬业奉献精神正是我

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今年大学刚毕业
的王德安说， “对于初入职场的大学
生来说， 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工作是
需要学习的第一课。 一些人对工作推
三阻四， 敷衍了事， 能不坚持就不坚
持。 但宇华宁师傅在平凡的岗位上，
用敬业、 奉献， 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劳
动赞歌。

刚刚参加工作的马红劼告诉记者，
不是所有人在危难来临时， 都能保持
如此的镇定。 只有平时兢兢业业工作，
才能培养出让人钦佩的职业素养， 养
成高尚的职业品德。 平凡中的伟大，
宇华宁师傅的精神值得学习， 更需要
发扬。

学者： 我们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乘客为先的信仰是支持他坚持

到最后的动力。” 青海师范大学方教授
表示，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缺失信仰，
缺乏坚持， 很多人对自己的定位模糊
不清。 宇华宁的事迹让我们感动， 他
的职业道德正是我们现在所缺失的， 正
是我们需要树立的社会价值观。

最美的境界
看了宇华宁被西宁公交集团正式

授予“最美司机”荣誉称号并给予相
应的物质奖励的消息，相信每一个人都
会倍感欣慰和振奋， 这个奖励来得及
时，这个荣誉实至名归。 它不仅是对宇
华宁先进事迹的充分肯定，也是对爱岗
敬业、 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的充分肯
定，更是对人生价值观的高度认同。

还记得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教师张
丽莉、 最美警卫战士高铁成的故事吗？
他们的事迹一波又一波地曾经感染过
我们。他们都是平凡人，都跟我们一样，
自然、真切。但是，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在关乎生命安危
的时候， 他们毅然选择了无私和无畏，
从而迸发出真善美的人性光辉。

他们美， 就美在平时普普通通，朴
实无华，而当危险靠近时，从不犹豫和
摇摆，毅然决然地把温暖与安宁留给别
人；他们美，就美在临危不惧，在危难关
头，挺身而出，不惜用生命回答人生价
值的严肃拷问；他们美，就美在对道德
良知的坚定守护，留给我们的，除了感
动，还有博爱与希望。

宇华宁正是这样的人，他在要命的
病痛面前用忍耐与坚持延续了最美群
体的品德和信仰。

社会在转型，时代在发展。 不知从
何时起，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了，彼此
存在着戒心，不轻易沟通，不那么真诚。
不仅如此， 这个社会还有浮躁的尘埃，
有自私的角落， 也有好行善举被误解、

被责怪的无奈，甚至有英雄流泪又流血
的悲剧。庆幸的是，当有人选择逃避，有
人选择袖手旁观的时候，还是有人选择
了责任和担当，他没有因为别人的退缩
而放弃良知和操守，他没有因为害怕牺
牲而犹豫不前。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宇华宁
在生活里其实并不比我们高大，但此时
此刻，他足以让我们凝心仰望。

我省旅游展团囊括
国际旅交会最高奖

本报讯（记者 杨健）11 月 15 日，从昆
明传来喜讯，在 2015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中， 经国际旅游交易会专家和组委会严格
评选，青海省旅游展团荣获 2015 中国国际
旅游交易会最佳展台奖和最佳组织奖，这
是国家旅游局本次仅设的两个最高奖项，
也是青海省在历届国际旅游交易会中获得
的最高奖项。

此次国际旅游交易会中， 参会代表带
着具有“大美青海”特色的众多旅游产品、
线路和旅游商品参展， 以独具特色的展位
设计、主题鲜明的推介活动、形式多样的互
动展销，深受参展商和游客的喜爱。 旅展期
间，青海旅游展团突出“一带一路”的主
题，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展销联动、推
陈出新的方式，展示青海特色资源、产品和
线路，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 展会期间，我
省旅行社、酒店、景区及旅游商品企业集中
展销，民族歌舞展示穿插其中，青海展台始
终人潮涌动，销售火爆，观众互动踊跃。

3 天展期，6 万余份旅游宣传资料被抢
空，旅游商品销售业绩突出，受到组委会的
充分肯定。 同时，青海展团善始善终，积极
借助旅游宣传图册、旅游风光片、旅游特色
商品等多样化的宣传资料，结合新媒体、智
慧旅游等多种宣传形式，备受青睐。

此外， 云南省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的中国特色旅游商品评选活动颁奖典
礼上，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评选活动最终评
选出金奖 95 个，银奖 95 个，青海省旅游局
选送的旅游商品摘得 2 金 3 银的好成绩，
其中“班智达藏香”和“3D 玻璃画”获得
金奖，“藏宅青稞饼”“布艺首饰系列”和
“热敷盐袋”获得银奖。

◆世云

宇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