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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王小奇 摄
影 张苗 通讯员 史琦欢）“1号张月中，
所选房屋编号14号。”昨日上午7时30
分，大源镇金子坊安置小区分房仪式
在稠溪村村委举行。村民们6点多就
赶到现场，等待选房，区公证处工作人
员按照“先签约先选房”的方式开始叫
号，安置户凭身份证进入选房区，有条
不紊地上台选房。据了解，此次安置

户分房共计 38 户 38 幢。上午 9 时 20
分，38 户安置户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
房子。

金子坊是稠溪村的一个小自然
村，只有 50 来户人家，村民 180 余人。
小自然村背靠对门山，处于稠溪村的
入村口位置，并不显眼。2017年，因西
复线二绕工程建设需要，金子坊实施
了搬迁，村庄原本的位置就是现在西
复线“富阳南”互通处。2017年7月，本
报曾以《“消失”的金子坊》为题，大篇
幅报道过金子坊的历史变迁。

新建造的金子坊安置小区属杭派
民居建筑风格，就在离老金子坊村不
足百米的地方，位于东前村到稠溪村
的大路边。2019年8月，动工建设，去
年年底基本建成。

村民张劲松，今年51岁，选了编号
10 号的房子。他是金子坊的原住民，
从小生活在村里，对村子感情很深。
他说，小时候在村里和小伙伴一起玩
水抓鱼摘野果，非常开心，也很怀念。
虽然之后到外地做门窗生意，但也会
经常回来。

张劲松说：“我签约比较早，对政
策很支持。现在有了互通，回来更加
方便了。以前村里老房子多，弄堂多
而且小，现在新的安置小区环境很好，
很开心。拿到钥匙后，张劲松就打算
着手装修，给父母住。他们现在住在
大源镇上，还是会经常回到村里，种种
菜，养养鸡鸭。”

当过金子坊村主任的张茂申，当
年也早早签约。他说：“我和老婆一

直是搬迁‘帮拆’人员，村民比较信任
我们。一方面村子当时的房子确实
不好，能住新房子大家都高兴；另一
方面这里要造高速互通，以后出行会
更加方便，村民也就渐渐想通了，都
支持政府的工作。新房子装修好了，
我打算经常回来住，享受下农村生
活。”

稠溪村党委书记杨如林说了三个
感谢，感谢金子坊村民3年多来的付出
和支持，感谢镇党委的支持和帮助，也
特别感谢本次安置小区业委会的无私
付出。他说：“安置小区业委会成员5
人，都是村民自己选出来信得过的
人。他们在设计、施工、建材、进度、质
量等方面全程负责，而且不计报酬，非

常无私。我们村干部则负责监督整个
建房过程。”“接下来，计划9月底完成
整个安置小区的市政绿化工程，包括
自来水、电力、燃气等，小区会更加漂
亮，今后还打算发展民宿经济。”杨如
林对村庄未来充满信心。

“消失”的金子坊“重生”
大源金子坊安置小区昨顺利分房

2017年7月6日，本报以《“消失”
的金子坊》为题，报道过这个小村落
的历史变迁。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戴子洋）
“我们做养殖的人最担心的就是行情、病害
和自然灾害。去年因为洪涝灾害，损失了几
十万元。”4月23日，位于春建乡春建村的杭
州富阳鸿健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国源为
自家养殖的110亩黑斑侧褶蛙投了特色农业
主体综合保险。他说，有了保险，就解决了
养殖病害以及自然灾害的后顾之忧。这是
针对农业经营主体推出的多险合一的综合
性保险的富阳首单，也是杭州市养殖业内首
单特色农业主体综合保险。

当天上午，正在养殖基地忙碌的周国源
收到了新投保的保单。据区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投保主体杭州富阳鸿健养殖
有限公司投保了黑斑侧褶蛙成本损失保险
和雇主责任险，合计保额 490 万元，保费
49000元，其中自缴保费仅需9800元。该负
责人称，作为主管单位之一，接下来区农业
农村局将继续为广大农户做好政策性农业
保险服务，全力确保服务到位、协调到位。

杭州市特色农业主体综合保险包括
财产保险、收入保险和责任保险三个部
分，涵盖种养两业成本损失责任、种养两
业收益补偿责任等七项保险责任 168 个农
产品品种目录，经营主体可根据实际需求
组合选择保险内容及保障额度。

“传统农业保险坚持‘保基本、保大灾’
理念，具有低保障、低保费的保险特点，一个
保险产品只保一个品种，无法满足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多元化的
保险需求”，据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与以往的农业保险不同，特色农业主体
综合保险投保主体还可以比较明确地选择
自己所需的保险产品，进行‘菜单式’组合投
保。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了农业、财
产、责任和人身等方面的全面保障，全方位
提升主体抗风险能力。投保人只需填写一
张投保单，即可轻松实现多个保险产品的购
买，满足一揽子保障需求。另外，财政补助
方面也是力度空前，市级财政补助40%、区级
财政补助40%，主体自缴20%。”

接下来，我区将大力推广特色农业主体
综合保险等特色险种，同时进一步完善农业
保险政策，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能力，优化农
业保险运行机制，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
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驾
护航。

杭州首单
养殖业特色农业主体
综合保险成功投保

分房现场

金子坊安置房

“医保监管条例我知道”答题活动
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医疗保障系统首部行政法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条例》共计 50 条，包括总则、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法律责任、附则五大方面，对基金使用中监督检查
的内容、形式，定点医药机构的责任、义务以及权利都作
了明确规定。

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即将正式施行
之际，医保富阳分局将开展为期一周的“医保监管条例我
知道”活动，广大市民可以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富阳医
保”微信公众号，每天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之间回复“答
题”参与，答对 6 题以上可参与现金红包抽奖（每个微信
号每天只能参与一次活动）。

题目：

1.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范围的_________和_________的监督，规范医疗保障经
办业务，依法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A)药品、医疗服务项目
(B)医疗服务行为、医疗费用
(C)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
(D)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医疗救助基金

2.定点医药机构拒不配合调查的，_________ ，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暂停医疗保障基
金结算。

(A)经检查人员商议后批准
(B)经检查部门主要领导批准
(C)经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
(D)经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3. _________有权对侵害医疗保障基金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举报、投诉。

(A)人大代表
(B)政协委员
(C)任何组织和个人
(D)参保人员

4.个人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给予
___________。

(A)造成损失金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B)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C)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D)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5.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坚持_________，保障水平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遵循合法、安全、公开、便民的原则。

(A)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B)以人民利益为中心
(C)以人民为中心
(D)以人民身体健康为中心

6. _________主管全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工作。

(A)国务院
(B)国务院部委

(C)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D)国务院行政部门

7.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不能采取以下哪
个措施：_________

(A)进入现场检查
(B)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

关情况和资料
(C)要求被检查对象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

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
(D)对可能被转移的基金予以封存

8.根据_________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制定的《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A)《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9.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挪用医疗保障基金的，由医
疗保障等行政部门责令追回；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_________。

(A)刑事处罚
(B)责任追究
(C)辞退处理
(D)处分

10.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由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退回的基金退回原医疗保障基金
_________。

(A)财政专户
(B)个人医疗保障卡
(C)国库
(D)医疗机构账户

11.参保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本人医疗保障凭证，防止他
人冒名使用。因特殊原因需要委托他人代为购药的，应当
提供_________ 。

(A)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B)受托人的身份证明
(C)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
(D)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书

12.参保人员涉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且拒不配合
调查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暂
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暂停联网结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
用,______________ 。

(A)由参保人员和医院共同垫付
(B)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
(C)由参保人员全额垫付
(D)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垫付

13.《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自_______年
______月______日起施行。

(A)2021年5月1日
(B)2021年4月1日

(C)2021年3月1日
(D)2021年12月9日

14.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退回的基
金应__________ ；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应__________。

(A)依法上缴国库；依法上缴国库
(B)退回原医疗保障基金财政专户；退回原医疗保障基

金财政专户
(C)依法上缴国库；退回原医疗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D)退回原医疗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依法上缴国库

15. _________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机制和基金监督管理执法体制，加强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工作提供保障。

(A)省级
(B)市级
(C)县级
(D)乡级

16.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依法_________开展医疗保
障行政执法工作。

(A)委托医疗机构
(B)委托第三方组织
(C)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人
(D)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

17.参保人员______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并主动
出示接受查验。参保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享受医疗保障待
遇,________。

(A)应当持本人；可重复享受
(B)可持他人；不可重复享受
(C)可持他人；可重复享受
(D)应当持本人；不可重复享受

18.对跨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由_________
检查。

(A)本人指定医疗保障部门
(B)移交公安机关
(C)发生地的医疗保障部门
(D)共同的上一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障

行政部门

19.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会
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工作中获
取、知悉的被调查对象资料或者相关信息用于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以外的其他目的，不得 _____、
____、毁损、非法向他人提供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和商
业秘密。

(A)泄露、变卖
(B)泄露、篡改
(C)伪造、篡改
(D)篡改、变卖

20.个人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重
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属于

参保人员的，_____________。
(A)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
(B)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6个月
(C)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6个月至12个月
(D)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9个月

21. 医 疗 保 障 基 金 专 款 专 用 ，任 何 _________ 和
_________不得侵占或者挪用。

(A)组织、个人
(B)机关、企事业单位
(C)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D)社会组织、社会团体

22.定点医药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提供医药服务，提高
服务质量，______，维护公民健康权益。

(A)有效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B)合理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C)规范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D)节约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23.定点医药机构应当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
理制度，由_________负责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工作，建
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

(A)专门机构或者人员
(B)第三方机构
(C)主要负责人
(D)兼职人员

24.定点医药机构拒绝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监督检查
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给
予_____________ 。

(A)造成损失金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B)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C)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D)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5.定点医药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医疗保障基金
重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其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_________内禁止从事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活
动，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A)5年
(B)4年
(C)3年
(D)2年

扫一扫，答题有红包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钱子
雯）4月22日，第52个世界地球日之际，
杭州交通港航执法部门富阳大队执法
人员兵分三路，开展辖区环境提醒及防
污染措施监管工作，通过环境大检查、
防污染知识宣讲、船舶燃油速检三种不
同形式，向水上从业者宣传保护地球的

知识。
当天一大早，港航执法富阳大队执

法人员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环境
监察大队对东洲地区的码头开展污染防
治联合检查。检查小组重点就码头现场
作业环境、环保设施运行等情况进行详
细检查。针对检查出的问题，能够立即

整改的，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当场整改
完成，不能立即整改的，执法人员要求码
头按期整改到位，同时富阳大队也将持
续跟踪整改情况，做好闭环工作。

针对辖区船舶防污染情况分析，富
阳大队精心制作《锚地通航环境提升告
知书》发放到锚泊于富阳辖区的船舶船

户手中。告知书中对锚地船舶防污染的
主要措施进行了详细的指导。

为加强船用燃油质量的监督管理，
切实推进船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富阳
大队积极开展辖区内船舶的燃油质量抽
检工作，对辖区 5 艘船舶进行了船用燃
油快速检测工作，检测结果合格。

富阳港航执法部门联合开展环境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