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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联合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落实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相关工作的通知》

开发商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
东莞时报讯 （记者 董珊伶） 秩序。
其次，自发文之日起，所有在售
昨天，东莞市住建局联合东莞市住
《通知》显示，自发文之日（3 月 （含预售及现售）新建商品住房项目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一则《关
13 日）起，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
的开发企业应在楼盘销售现场显著
于落实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
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应在
位置（如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栏），
房贷款权益相关工作的通知》，
（以 《商品房预售方案》第十项《企业承
公示向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承诺不
下简称《通知》
）。
诺书》中，增加承诺不限制、不阻挠、 限制、不阻挠、不拒绝购房人使用住
市住建局表示，此举是为了切
不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房公积金贷款的承诺书。
实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
的内容。
《商品房预售方案》按规定
此外，市、镇住建部门将加强商
贷款权益，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
应在商品房销售现场公示。
品房销售现场日常巡查、抽查工作，

市住建局将会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等相关部门组织不定期专项检
查，对开发企业承诺不限制、不阻
挠、不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相关承诺书公示情况加强核
查。对于存在限制、阻挠、拒绝职工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行为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将根据《通知》规定责令
整改，作出严肃处理。

东莞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接入率全省第一

已办理结算业务 910 笔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张欣仪）
“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东莞
跨省就医直接结算进展如何？近日，
记者从市社保局获悉，实施跨省就
医直接结算实施以来，东莞已办理
结 算 业 务 910 笔 ，结 算 医 疗 费 用
1988 万元，
其中医保记账费用 1129
万元，
医疗机构总体接入率达到70%。

49 家医疗机构接入现场结算平台
为顺利推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工作，市社保局提前完成三大
目录有效衔接，全力推进信息系统
升级改造、跨省异地就医安置人员

信息库建设、医疗保险基金测算和
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联调联试等
工作，于 2017 年 6 月成功接入国家
异地就医联网平台。截至今年 2 月
底，东莞共计 49 家医疗机构接入国
家系统提供实时在线服务，其中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接入，一级医
疗机构接入 18 家，医疗机构总体接
入率 70%，居全省第一。东莞已有
37 人次到外省直接刷卡就医，外省
有 1037 人 次 到 东 莞 直 接 刷 卡 就
医。东莞已办理结算业务 910 笔，
结算医疗费用 1988 万元，其中医保
记账费用 1129 万元。
不过，目前还有一部分就医人

员采取用现金在医院支付后回到东
莞结算报销。这些人，有的是对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不知情，
有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理。对此，
市社保局开展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集中宣传活动，向市民群众讲
解政策要点和办理流程。

异地就医简化办事流程
记者从市社保局了解到，目前
实施范围是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
作人员和异地转诊人员的住院费用
的联网结算。
目前东莞市符合异地就医条件

的参保人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为
简化流程，东莞取消就医地医疗机
构和社保机构填表盖章手续，办理
后可直接持社保卡到国内其他已联
通全国医保联网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的地区即时结算住院医疗费用，
出院
时只需支付个人费用，
其余费用由医
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市民可以通过登录网址：http:
//si.12333.gov.cn 实时在线查询全
国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名
单。外地参保人来东莞异地就医需
按照参保地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手续，具体备案流程和所需材料以
参保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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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火车站恢复基本运行图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冯欢） 记
者昨日从东莞火车站了解到，自
2018 年 3 月 13 日零时起，东莞站
恢复基本运行图，春运期间停办业
务的 K9022 次、K9122 次，K9094

虎门沙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次、K9121 次列车自 3 月 13 日起
恢复，K9093 次、K9021 次自 3 月
14 日起恢复，3 月 13 日恢复基本
图后 K9060 次列车在东莞火车站
的到发时刻为 21:01/21:04。

寮步三年投 1.5 亿提升农村环境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张喜林 通
讯员 周雪平） 近日，寮步镇印发
《寮步镇农村环境提升工程专项资
金奖补方案》，方案指出，2018—
2020 年，镇财政每年投入 5000 万
元作为农村环境提升工程专项资
金。对各村（社区）申请并同意实

施的农村环境提升工程，在完成项
目施工并通过验收后，镇财政按照
工程款一定比例给予奖补，村（社
区）项目奖补比例为50%、
三年奖补
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对于镇内的
欠发达村，
项目奖补比例为60%、
三
年奖补总额不超过600万元。

樟木头书法协会会长邓新江书法作品入编《中国美术选集》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尹金钟 通
讯员 魏洪东 蒋鑫）“新年伊始，
得到我的作品入选《中国美术选
集》的消息很是开心，也算是为樟
木头镇今年的宣传文化工作开了
一个好兆头。”樟木头书法协会会

长邓新江以一幅隶书作品入编《中
国美术选集》书法卷，也是樟木头
镇唯一入选该选集的书法家。邓
新江介绍称，这幅作品还入选了广
东省第 14 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
展，并在作品联展中获得优秀奖。

东莞时报讯 （记者 雷元全 通
讯员 张雪珠）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
虎门、
沙田等镇街开展了植树活动。
连日来，虎门全镇掀起绿化
热 潮 ，以 实 际 行 动 为 虎 门 添 绿 。
12 日下午，虎门镇党委书记叶孔
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卫洪等
镇领导班子成员以及虎门镇机关
各部门负责人，先后来到虎门长
德路怀德小学段和虎门医院益寿
山庄开展植树活动，努力建设生

态虎门，以更优绿化为城市发展
提质。
沙田镇滨江公园植树活动现
场，在沙田镇党委书记、东莞港（滨
海湾新区）党工委副书记贾贵斌和
沙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詹志斌等
领导的带领下，该镇 130 余名党政
干部纷纷投入义务种植行动中，
种
植的品种包括黄花风铃木、大腹木
棉、宫粉紫荆、红花鸡蛋花等体型
较大的树种，
一共 200 株。

麻涌妇女举行美食才艺大比拼
东莞时报讯 （记者 王芳） 昨
天上午，麻涌拈花寺广场人潮涌
动，热闹非常。32 个美食小分队
撸起袖做美食，煎炒煮炸样样有，
令人垂涎欲滴。原来，
麻涌镇妇联
举办的妇女传统美食才艺大比拼
活动正在这里举行。活动现场，
数
十个妇女大显身手，
精心烹调麻涌
特色美食，
有黄酒炖蛋、
煎炸三宝、
钵仔糕等传统美食，
也有竹芋玉米
羹、
蕉蕾煎蛋、
牛腩面等地方美食。

活动分为传统美食以及地方
美食两大组别，每组各有来自全
镇 各 村（社 区）的 16 支 队 伍 参
赛。比赛要求各支队伍必须在
60 分钟内完成各自菜式的制作，
然后评委进行评分。
专家评委、媒体评委及群众
评委，根据菜品的质感、味道、搭
配、造型、设计等对 30 个菜进行
了评分，评选出金银铜奖以及才
艺创意奖、健康美食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