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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才让三智）今年 5
月 12日是我国第 11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
月 6日至 12日，我省将集中开展为期一周
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提高灾害
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活动期
间，我省将开展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深入推进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进一步修
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开展防
灾减灾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切
实提升全社会应对突发重大自然灾害的
整体水平。

我省已连续十年开展“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创建工作，其中，2016年至 2018
年 共 创 建 60 个“ 全 国 综 合 减 灾 示 范 社
区”。今年，我省将依托藏区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建立完善应急避险避难场所，主
要用于避险避难场所功能设施的购置及
改扩建等，进一步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能力。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记者从青海省
税务局获悉，近日，《青海省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综合实施方案》印发。文件明确，自
2019年 5月 1日起，全省统一降低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比例，由目前的20%降至16%。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下调后会有什么成效，这是大家最关
心的问题。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
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实施方案》，一是
单位缴费比例直接降低 4 个百分点，不
设条件，也不是阶段性政策，而是长期性
制度安排，政策力度大，减负效果明显。

二是受益面广，普惠性强，各类用人单位
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都能从降费
中受惠。三是降低费率后，参保缴费门
槛下降，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参保
积极性，将更多的职工纳入到职工养老
保险制度中来，形成企业发展与养老保
险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

《实施方案》同时明确，继续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的期限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其中，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
支付月数在 18 至 23 个月的统筹地区以
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20%，累计结余可

支付月数在 24个月以上的统筹地区以现
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50%。

《实施方案》指出，稳定社会保险缴
费方式，确保征收工作有序衔接。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
缴费，仍实行“社保机构负责申报、核定，
税务机关征收”的模式，按照“成熟一险
种、移交一险种”的原则，适时推进社会
保险费征缴职责划转工作；积极推进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税务机关征收。
在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
集中清缴历史欠费；严格社会保险费核
定制度，禁止变相增加企业社会保险费
实际缴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本报讯（记者 李增平）5 月 6 日，记者
从全省医疗保障工作会议获悉，目前，我
省做到了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制度全
覆盖，共为 21.44 万人次贫困人口报销医
疗费用 3.62 亿元，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达到 90%以上。

省医疗保障局组建以来，针对全省贫
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比例较大的
实际情况，将医保精准扶贫作为全局工作
的重中之重，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报请
省政府研究同意，出台 《青海省医疗保障
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将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范围，实施一系列惠及农村
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措施，做到了农村贫
困人口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共为 21.44
万人次贫困人口报销医疗费用 3.62 亿元，
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报付比例达
到 90%以上，个人自付比例在 10%以下，有
力助推了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今年，省医保局将进一步完善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
贫困人口脱贫兜底医疗救助，将贫困人口
住 院 医 疗 费 用 报 付 比 例 稳 定 在 90%以
上。实时掌握贫困人口信息，及时更新医
保信息数据，坚决做到贫困人口应保尽
保。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坚持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各地不得超标准
简单搞自付封顶或“零自付”，不得因提高
贫困人口报销比例影响其他群众看病报
销并形成攀比。

省医保局还将进一步加大城镇困难
群众医疗救助力度，修订完善《青海省医
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提高统筹层次，全
省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同步实现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费用“一站式服务、
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算”，切实解决群众
就医跑腿垫资问题。

本报讯（记者 彭娜）进入 5 月，备受
关注的西宁市市民中心、时代大道、中心
广场北扩、凤凰山快速路东段、各过街通
道等重点建设项目正在抓紧施工中。

来自西宁市南川综合开发项目管
理委员会的消息，总投资 9.6 亿元的西
宁市重点建设项目——市民中心，用地
面积 5.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2.9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行政审批楼和体
育文化馆，当前该项目各项建设工作
稳步推进。

冰壶及冰场施工管理人员已到位；
地下室土建及部分管道安装；地上部分
管道安装完成 70%；二次结构砌筑完成
90%；屋面钢立柱及金属屋面檩条已完
成。预计整个项目 7 月底完成装饰装修
工程，9月底正式投入使用。

该管委会负责的西宁市另一重点建
设项目——中心广场北扩（一期）一天一
个样。广场区地下空间及地上景观绿化
一、二、三标段地下空间主体结构全部完
成；地上景观绿化工程一标段已于 2017
年向市民开放，二、三标段西侧景观绿化
种植基本完成，园路铺装完成 35%，正在
实施树木养护浇水，东侧绿化地形平整、

园路石材铺装、局部叠状树池及灌木、乔
木种植工作。

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主幕墙龙骨
基本完成，屋面铁皮施工完成，正在开
展屋面铝镁锰板安装、立面铁皮封堵
及防火岩棉施工，馆内二次结构砌筑、
通风风管及电缆桥架安装同步进行；
城市规划展览馆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工
作，幕墙龙骨安装完成 50%，正在开展
馆内二次结构砌筑及电缆桥架安装工
作。

时代大道项目也是该管委会负责的
西宁市重点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开展
下穿路段结构层施工。一工段 1、2、3 号
人行通道回填完成，来凤路至福路巷段
中段结构水泥稳定层施工完成，口腔医
院至春晖路管廊土方开挖及基坑支护施
工中；二工段正在进行车行下穿主体结
构施工，目前框架结构完成 5 跨（还剩 5
跨）；三工段 5 座人行通道主体结构施工
中，部分雨污水管道施工完成（约 150
米）。

除时代大道外，由西宁市城乡建设
局建设的西宁市另一条重要道路——凤
凰山快速路西段已于去年试通车，东段

重要工程湟中路南立交在加紧施工中。
一旦湟中路南立交建成，凤凰山快速路
就将实现全线通车。

上个月底，为解决因凤凰山快速路
通车造成的西宁野生动物园游客车辆滞
留、无处停放等问题，西宁市城乡建设局
利用凤凰山快速路海湖路立交主线桥下
的部分空间，结合现场实际地形，在该主
线桥下建设了一处停车场，用于进出西
宁野生动物园的游客停放车辆，已于 5
月 1日起免费投入使用。

过街设施建设方面，人民公园人行
过街通道夜间施工忙，待人行通道土方
开挖后，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会大大提
高，将迎来主体施工，力争尽快完工。该
人行过街通道建成后，地上绿化等设施
也将重新配建，道路重新优化，公园门口
将拓宽成小广场，意味着整个人民公园
路口将华丽变身。

与此同时，位于青海省中医院门口
和青海红十字医院门口的过街设施也开
始建设。其中，省中医院人行过街通道
正在开展支护桩施工和管线迁改工作；
红十字医院人行过街天桥正在开展基础
施工。

本报讯（记者 彭娜）来自省政府的消
息，今年我省将实施重大前期项目共 100
项，主要涉及水利、交通、能源、信息、城镇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及民生改
善等 8个方面，估算总投资 8920亿元。

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7 项，估算总投资
861亿元。主要包括引黄济宁、引通济柴、

“三滩”引水生态综合治理、柴达木盆地水
资源配置一期等项目。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22项，估算总投资
3047 亿元。主要包括西宁至玉树至昌都
铁路、格尔木至成都铁路、青藏铁路格拉

段电气化、格尔木至茫崖（青新界）公路、
贵德至大武高速公路、西宁机场三期工
程、青海湖机场等项目。

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11项，估算总投资
2838 亿元。主要包括青海至中东部±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黄河梯级电站大型
储能工厂、特高压通道外送通道配套电源
等项目。

信息基础设施项目 3 项，项目估算总
投资 34 亿元。主要包括有线接入网络完
善、无线网络覆盖与优化等项目。

生态环保项目 12 项，估算总投资 548

亿元。主要包括三江源三期、祁连山二
期、青海湖国家公园、昆仑山国家公园，以
及三江源、黄河谷地、柴达木盆地“山水林
田湖”修复试点等项目。

城镇基础设施项目 9 项，估算总投资
958亿元。主要包括西宁市域高速中环道
路、西宁市沈那遗址公园、尖扎黄河昂拉
大桥等项目。

产业发展项目 24 项，估算总投资 477
亿元。主要包括牦牛产业联盟、夏日哈木
镍钴矿采选、年产 60 万吨煤制乙二醇、年
产３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新材料、西宁综

合保税区等项目。
民生改善项目 12 项，估算总投资 156

亿元。主要包括新建青海理工类本科大
学、省社会主义学院、青海江河文化博物
馆建设，省警官职业学院、省畜牧兽医职
业技术学院整体搬迁等项目。

我省将实施百项重大前期项目
涉及8个方面 总投资8920亿元

西宁各重点建设项目抓紧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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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缴费门槛下降

我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降至16%

我省为贫困人口
报销医疗费用3.62亿元

“防灾减灾宣传周”
活动启动

5 月 6 日，秀水路改造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小
雨中开展道路挖掘。为
抢抓工期，秀水路改造施
工雨天不停工，施工期间
环保及防扬尘措施严密，
施工区域外路面掉落沙
土及时清理，保障了周边
道路的环境卫生。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