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宣传民警组织优秀驾驶人依托农村村口交

通安全宣传提示牌，积极开展“一盔一带”、“三

轮机动车禁止载人”宣传活动。

优秀驾驶人与民警通过展示宣传海报，向

过往群众讲解什么是“一盔一带”及其重要性、

如何安全驾车、雨水天气出行注意事项等安全

常识。同时，以案析法，剖析交通事故发生的根

源，讲解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警示群众不能

存在任何的侥幸、麻痹、不在乎心理，敲响群众

心中安全警钟。

“驾乘汽车无论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要系好

安全带。”活动现场，优秀驾驶人边向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边口头再三叮嘱群众一定要提高佩

戴安全头盔、使用安全带的自觉性和使用率，

确保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张丽娜

县交警组织优秀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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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镇 动 态

本报讯 8 月 31 日，南樊镇组织召开

全镇建筑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

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建筑领

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

深刻汲取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饭店

坍塌事故及古绛镇柴家坡村路边废弃厂房

火情事故教训，对全镇就此项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参加会议的有镇机关全体人员、各

村两委主干。

会上，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张波传达了

县政府办《关于立即开展城乡建筑领域安全

隐患大检查的紧急通知》和县安委会《关于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文件，对全

镇建筑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并要求各村严格做好中元节期间

防火灭火工作，确保全镇安全形势稳定向

好。

镇党委书记张维华强调，全镇干部要深

刻汲取陈庄村饭店坍塌事故及柴家坡村废

弃厂房火情事故教训，立即做好全镇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从源头上杜绝安全事故的发

生。一是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

实县里文件精神，严格履行好安全防范职

责；二是进一步汲取深刻教训，结合“三零”

创建及中元节期间防火工作部署，切实落实

好“零”事故及火情防范工作，做到防患于未

然；三是进一步加大问责力度，对排查工作

不认真、隐患整改不彻底等工作落实不力的

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会后还对中共绛县县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进行了安排。

绛县税务局 绛县医疗保障局
关于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的通知

全县广大城乡居民：

9 月 1 日起，2020 年预收 2021 年度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就要

开始了，具体政策如下：

一、参保登记、变更（绛县医疗保障局
负责）

未办理参保登记的城乡居民，可以到

绛县医疗保障局办理参保登记。已办理过

参保登记但发生变更的，要及时到绛县医

疗保障局进行变更，变更后次日可通过微

信、手机 APP 等缴费渠道进行缴费。

二、征收期限（绛县税务局负责）

集中征缴期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5 日，特别注意：每月

1--25 日可办理缴费。（节假日不顺延）。

三、缴费标准（绛县税务局负责）

2020 年预收 2021 年度城乡居民个人

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280 元。

四、缴费方式（绛县税务局负责)
各村协办人员可协助缴费人通过微

信、协作银行手机 APP 等多种渠道代理完
成缴费。

五、特殊缴费（绛县医疗保障局负责）

(一)困难群众资助、补贴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困难群众，

由绛县医疗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按原有

渠道办理。

(二)保费补缴

符合补缴政策且补缴保费的，由绛县

医疗保障局核定具体补缴金额，将相关信

息推送至税务部门后，缴费人再通过微

信、手机 APP 等缴费渠道办理补缴。

温馨提示：一是参保人员正常缴费前

务必与绛县医疗保障局确认是否属于特
殊缴费范围，一旦办理正常缴费，将无法

再办理特殊缴费；二是由于系统间数据传

递有时会出现延时，缴费人在绛县医疗保

障局办理核定后，通过微信、手机 APP 等

缴费渠道无法实时查询到缴费信息的，请

耐心等候，稍后重新尝试办理缴费。

六、缴费证明打印（绛县税务局负责）
县税务局会定期通过县税务分局下

发缴费明细。如需要加盖税收业务专用章

的《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可在缴纳成功 5

个工作日后到县政务大厅税务窗口打印。

七、退费办理（绛县医疗保障局负责）

符合退费政策由缴费人自行向绛县医疗

保障局提出退费申请，且必须要在集中征

缴期内及时申请，绛县医疗保障局进行核

验确认，可办理退费的及时退还给缴费
人；不能退费的，当场告知缴费人原因。

八、其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以外的

政策问题到绛县医疗保障局咨询，地址：

文体北路绛县医疗保险服务大厅 1 号窗口

（县实验二小斜对面）；

咨询电话：0359-8810006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向绛县税务局进行咨询，地

址：振兴东街 38 号三楼 305（县工行西）。

咨询电话：0359-6521969

绛县税务局 绛县医疗保障局
2020年 8月 31日

安峪镇召开全镇干部大会
本报讯 8 月 31 日，安峪镇召开全镇

干部大会，会议对安全隐患排查、蓝天保卫

战及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等重点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机关全体干部、各村“两委”主

干参加会议，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勃主持

会议。

会议安排了建筑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排

查、企业安全生产及蓝天保卫战工作，农村

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镇党委书记焦红涛要求，一是要提高思

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各村要坚持“清、拆、

改、种、建”五治并举，常态化抓好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结合秋收生产实际，建立长

效机制，同时，要把打赢“蓝天保卫战”贯彻

始终，做到不放一把火，不冒一缕烟。二是要

突出工作重点，全面积极排查。镇村干部要

深刻吸取“8.29”襄汾房屋倒塌事件的经验

教训，对各类办事场所、饭店、废弃厂房、小

微企业、学校进行走访排查，主动沉下去了

解各类隐患问题，及时掌握情况，对排查出

的问题，建立台账，及时上报，确保安全事故

不发生，村民生活有保障。同时，企业要在安

全中抓生产，在生产中重安全，切实从源头

上根除事故。三是要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取

得成效。按照“三零”创建工作要求，根据各

村实际情况，对“8.29”襄汾房屋倒塌事件进
行重点宣传，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排查，汲取

事件教训，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倡导树立文

明新风。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勃在主持中指

出，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调抓工作的政治

觉悟。要认真理解会议精神，清楚认识此次

会议内容涉及百姓利益及安全，特别是安全

生产方面，要科学进行谋划，及时高效开展

工作。二是强化工作方法，科学高效开展工

作。现阶段重点工作较多，要与时俱进、科学

谋划，抓小、抓早的开展工作，在抓好安全领

域工作的同时，也要继续做好农村人居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做好主巷道、排水渠、绿化带

及私搭乱建等清理工作，切实提高各村人居

环境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力度。三是务实工

作作风，立说立行开展工作。要切实按照县

委、县政府文件和焦书记讲话要求，建立工

作长效机制，形成良好工作习惯，督促各类

工作落实，以建设平安、美丽安峪为目标，不

打折扣的推进各项工作完成，确保全镇工作

有序进行，稳步推进。

南樊镇召开建筑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 冷口乡深刻吸取

“8.29”建筑坍塌事故教训，举一

反三，有效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召开专题会议传达省、市、县领

导指示和工作要求，安排部署具

体工作。在全乡范围内组织开展

城乡建筑领域安全隐患大检查。

检查重点聚焦“四无”建设、

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擅自

改变房屋结构和布局的建筑、违

法改扩建的建筑以及擅自对地

下空间进行开挖的建筑行为。14

个村通过醒目位置张贴通告，入

户排查填写《冷口乡城乡建筑领

域安全隐患排查表》，掌握第一

手检查资料。

下一步，冷口乡将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论述，站在对人民负责、对

发展负责的高度，认真履行安全

防范职责，深入研判安全风险，

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担负起“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

责任，筑牢全乡经济社会发展的

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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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9 日———30 日，绛县

鲲鹏户外拓展俱乐部联合中国户外用品

市场的领导品牌———探路者集团控股并

战略投资的绿野户外网，以及闻名国内、

省内户外运动界徒步、瀑降、溯溪质、探

险、装备安全等方面经验丰富、技术精湛、

水平较高的爱好者，深入绛县里册峪炉家

坪风景优美、奇谷独特、溪水奔腾、绿树葱

郁的一线天瀑布群进行穿越探路行动，成

功探测规划出炉家坪户外拓展运动路线。

据参与探路的户外运动知名人士说，

这将会是山西省内乃至整个华北片区最

优美最独特的一条户外拓展新线路，计划

由绿野户外网牵头向相关部门策划、申请

建立炉家坪特殊救援培训基地，这一基地

的开发和挖掘，将会吸引全国户外运动爱

好者前来，成为我县户外运动、体验式旅

行和生态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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