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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理赔金减轻了我们负
担！”今年已90岁高龄的洪大爷因
意外摔倒，导致身体多处骨折，在
医院做手术花费3万余元，医保报
销1万余元后，保险公司又根据老
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有关政策
进行了二次赔付，报销了3400元，
这样下来，老人自付的费用大大减
少。洪大爷感慨道：“人老了，身体
机能下降，日常生活中遭受意外伤
害的风险概率很高，政府为老年人
办理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真
是一件大实事！”

记者从石狮市民政局获悉，作
为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石狮
市继续实施“银龄安康工程”，连续
第六年为全市7872位80周岁（含）
以上老年人投保意外伤害险，每份
保费30元，由市财政统一支付。

政府买单 百姓受益
“8月7日提交的申请，8月11

日理赔金就到账了，没想到这么
快。”今年8月，洪阿婆因意外烧伤
住院，社区工作人员获悉后帮她联
系保险专员，并“手把手”教她提交
相关材料，短短三四天时间，洪阿
婆就收到2200元的理赔款。

“‘银龄安康’是用小钱为老
人办大实事，是一项惠民利民工
程。”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指出，

“银龄安康工程”旨在充分发挥商
业保险抵御风险的补充作用，强化
我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障。为推
动政策落地生根，确保政策见实见
效，近年来，市民政局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和互联网、微
信等媒介开展广泛宣传，同时结合
民政政策宣传，入户发放宣传单，
宣传解读“银龄安康”工程的意义，
重点宣传参保范围、参保内容、参
保程序、理赔流程、理赔案例、问题
反馈渠道等，让更多群众充分了解

“银龄安康保险”的主要内容和给
广大老年人带来的实惠及安全保
障。

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石

狮市政府共为37150人次的80周
岁（含）以上石狮市户籍老年人购
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期间，共有
152 人次报案理赔，理赔金额
30.676万元。

这些情况可以理赔
哪些情况可以获得“银龄安

康工程”意外伤害理赔？申请理
赔流程是怎样的？日前，记者就
此咨询了负责承保我市80周岁
及以上老人意外伤害险的人保财
险石狮支公司工作人员。

“在保险责任期内，老年人因
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残疾、
烧伤以及住院，都属于理赔范
围。”工作人员介绍，意外伤害险
保险责任范围涵盖老年人意外身
故、意外烧伤及残疾、意外住院补
贴等三项内容。其中，因意外事
故导致身故的一次性给付1.5万
元；因意外导致残疾及烧伤，根据
残疾或烧伤等级按比例赔付，最
高赔付1.5万元；因意外事故住院
的，按实际住院天数每天补贴100

元，每次最高赔付90天，年度最
高赔付180天。

据介绍，老人出险后，可与人
保财险石狮支公司各镇（街道）理
赔专员联系，或者直接拨打24小
时服务热线95518，由人保财险石
狮支公司理赔专员上门收集理赔
材料。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因
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
强制措施；参保人自杀或故意自
伤；参保人参与斗殴、醉酒、服用、
吸食或注射毒品、酒后驾驶等行
为的，不纳入理赔范围。

一些镇办扩大参保范围
“银龄安康”工程的实施，有

效减轻因意外伤害给老年人及其
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为老年人
构筑了一道“安全网”。记者了解
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更
多老人获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
感，近几年来，凤里、宝盖、蚶江、
永宁、祥芝、鸿山、锦尚等镇办进
一步扩大老年人的意外险参保范
围，为70—79周岁老年人购买意

外伤害险，帮助更多老年人解决
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的后顾之
忧。

“老年人因为年龄特征和身
体特征，发生意外风险要比普通人
高，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来规
避不得已的风险，是对老年人生活
最好的保障。”宝盖镇养老专员郑
其松告诉记者，今年，针对宝盖镇
户籍的70—79周岁老年人，宝盖
镇也推出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制度，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保、
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

记者注意到，70至79周岁老
年人意外伤害险保险责任范围也
涵盖老年人意外身故、意外烧伤及
残疾、意外住院补贴三项内容，但
理赔金额稍有变化。其中，因意外
事故导致身故的一次性给付8000
元；因意外导致残疾及烧伤，根据
残疾或烧伤等级按比例赔付，最
高赔付8000元；因意外事故住院
的，按实际住院天数每天补贴50
元，年度最高赔付180天，最高赔
付金额9000元。（记者 林富榕）

连续六年为80周岁及以上老人购买意外伤害险

石狮“银龄安康工程”守护老年人安康

本报讯 11月23日，记者
从石狮气象局获悉，未来几天
我市多阴雨天气。受冷空气影
响，一场冬雨一场寒，昨日我市
最低温 19.9℃，预计今天（24
日）气温18℃—22℃，明天气温
19℃—22℃，后天气温19℃—
23℃。

泉州气象消息，受低层切
变影响，昨日全市有小雨到中

雨，延续着阴冷潮湿的基调。
阳光躲在厚厚的云层后，气温
没有太大起色，基本与前天持
平 ，午 后 大 部 分 乡 镇 气 温
18℃—22℃。今明两天泉州以
阴雨天气为主，24日全市小雨
转阴，白天降水有短暂间歇，以
阴天为主。25日降水又有所加
强，全市有中雨到大雨，近期受
降水影响云层较厚，温度波动

小，未来两天维持在 19℃左
右。同时冷空气影响较弱，未
来两天沿海风力维持在 5—6
级左右。

另据福建气象消息，24日，
全省阴有小到中雨，中南部地区
部分大雨，局部暴雨；25日，全
省阴有中雨，部分大雨到暴雨；
26日，全省多云到阴，内陆地区
和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阵雨，其中

内陆的部分县市有中雨。
石狮气象提醒，未来几天

阴雨继续，降雨时还可能有雷
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
出门记得携带雨具，路上要注
意交通安全；早晚气温比较低，
请市民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
衣物谨防感冒。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通
讯员 林联发）

今明两天
仍有降雨

本报讯“小区13号楼与
14号楼中间的路面长期有积
水，希望有关部门予以排除。”
日前，有市民致电12345反映
凤凰城小区附近路面积水问
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11 月 23 日上午，记者在
凤凰城小区13号楼与14号楼
天桥底下看到，因刚下过一场
雨，附近的路面都比较潮湿，
在天桥底下有一处明显的积
水点。据附近摊位的老板介
绍，此处积水已有一段时间，

听说是“附近水管漏水引起
的”。但记者沿着附近路面走
了一圈，并没有找到漏水点。

“此处是实验小学的接送
点，潮湿的路面容易导致行人
摔倒，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附
近居民表示，希望相关部门予
以排查，早日消除隐患。对
此，凤里街道办事处表示，该
处地势自然低洼，遇下雨天会
稍微积水，消退缓慢，将在今
后维护时改进。

（记者 郑秋玉）

1.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如何计
算？

答复：退休年龄为男年满 60
周岁、女干部（管理技术岗位）55
周岁、女工人（生产岗位）50 周
岁。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实施后企业实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根据原劳动部有关文件
精神，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按其退
休前的岗位确定，其中女工人退
休前在干部管理岗位上连续工作
满 5 年及其以上的按 55 周岁退
休；女干部退休前在工人岗位上
连续工作满5年及以上的按50周
岁退休。

2.新生儿如何办理新农合?
答复：已落户的新生儿可由

监护人持身份证及新生儿户口本
到濠江路行政服务中心1楼新农
合窗口办理，详情可咨询医保
（83010969）。

3.摩托车车牌丢失如何补办？
答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

定》：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灭失、丢
失或者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应
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补
领、换领。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
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证
明 ，详 情 可 咨 询 车 管 所
（88586126）。

4.如何申请新市民积分?
答复：新市民可携带本人身

份证和居住证在本镇办的新市民
积分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填写申
请表。

5.申请生育津贴所需材料？
答复：申请生育津贴需要：①

社会保障卡；②结婚证原件及复
印件、准生证原件及复印件；③诊
断证明书，一并领取“生育保险医
疗待遇申请表”。 （秋玉 整理）

本报讯 随着人们守法意识的提高，闯红灯现象
减少，但黄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闯黄灯”已成为引
发路口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

11月22日下午2时许，在石狮市南洋路与西环路
交叉路口，许某驾驶一辆小轿车左转弯通过路口时与
黄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黄某受伤的交
通事故。石狮交警调查取证，许某通过交通信号灯路
口时抢行黄灯发生交通事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应负本交通事故全部责任；二轮
电动车驾驶员黄某无责。

石狮交警提醒，“闯黄灯”是指当交通信号灯的黄
灯亮起时，未过停车线的行驶车辆强行通过。此时，

“闯黄灯”发生交通事故等同于“闯红灯”交通违法行
为。经调查显示，“闯黄灯”已成为引发路口交通事故
的主因之一，希望广大司机朋友“宁等一分钟，不抢一
秒钟”。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张宏宜）

闯黄灯出事故
小车司机负全责

本报讯 11月23日，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公
布2022年11月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禁驾的5
名驾驶人名单，其中有1名驾驶人因驾驶机动车交通
肇事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4名驾驶人因涉酒
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

2022年4月17日22时许，柯某醉酒后驾驶小型
轿车（车上乘员欧阳某）行驶至石狮市鹏山路时，车辆
碰撞到停放在路边的2部小型轿车及共享电动自行
车，造成欧阳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石狮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认定柯某应负本事故全部
责任。石狮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柯某犯交通肇事
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一条第五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柯某作出吊销其
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
行政处罚决定。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赵美缘）

这5名驾驶人
被终生禁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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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谢谢学校领导
的关心和帮助！谢谢学校老
师和同学们的爱心捐赠！”11
月21日中午，石狮市五星小
学校领导代表学校全体师
生，将4万多元爱心捐款送
到病困学生姜山的姐姐手中，姜山姐姐感动不已，连
声道谢。

据悉，姜山现就读于五星小学三年级，近日，他被
确诊为罕见的多发骨质溶解，正在上海接受治疗。高
昂的治疗费，对原本经济拮据的姜山一家来说，无疑
是雪上加霜。在得知姜山同学的不幸遭遇后，学校领
导高度重视，向全校师生发出献爱心倡议，得到全校
师生的积极响应。11月17日上午，该校全体师生为
姜山同学举行了一场爱心募捐活动，大家纷纷传递温
暖、积极捐款，谱写了一曲爱的乐章。在全校师生和
热心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共募捐爱心款40155.3元。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张其祥）

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致电
12345反映，东茂沟塘后段一侧
的道路出现裂痕，存在塌方的
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排查
处理。

11月 23日上午，记者在现
场看到，该路段的一侧为康城
美墅小区，另一侧为东茂沟的
沟渠。该路段已被围挡起来，
禁止车辆通行，道路两头分别
设立有“警示牌”，上面写着“前
方道路塌方，车辆禁止通行”。

记者沿着该路段一路走来看
到，靠近沟渠一侧的路面随处
可见开裂的痕迹，有的路段有
轻微的下沉，道路虽已被围挡
起来，路上仍偶尔有电动车和
行人通行。

附近居民表示，该道路围
挡已有一段时间。据了解，镇
办在发现路面有开裂问题后，
及时对道路进行围挡处理，并
报送给相关部门，后期将持续
跟进处理。 （记者 郑秋玉）

凤凰城小区13号楼与14号楼之间

雨后路面常有积水

东茂沟塘后段

沟渠一侧路面现裂痕

五星小学为病困学生
募捐4万多元爱心款

本报讯“警察同志，我捡到了一颗手榴弹……”
11月22日晚，祥芝海防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群众报
警电话，报警人声称“捡了颗手榴弹，正送往大堡警务
室”，民警火速赶往大堡警务室。

刚下车，报警人赵先生便走上前来，淡定地从裤
子后面的口袋掏出手榴弹交到民警手中，民警随即小
心翼翼将手榴弹转移到警务室，并向上级汇报此事。
经过一番了解，原来当天陈先生到蚶江海边游玩，在
沙滩上发现一颗手榴弹，出于猎奇心理便将其带回位
于大堡村的家中，考虑到存在安全隐患，便将其送往
附近的警务室。

经初步鉴定，该颗手榴弹直径约10厘米，拉环已
经遗失，弹头锈迹斑斑，存在爆炸风险。民警找来装
满细沙的纸箱将其带回所里，等待移交进行进一步处
理。警方提醒：如有发现疑似枪支、炸弹、手榴弹等危
险物品，切勿私自处理，要及时上缴派出所，以免发生
意外。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许玉堂）

海滩挖出手榴弹
男子主动报警上缴

我为群众办实事

公厕门损坏
已及时报修

市民致电12345反映，峡谷旅
游路游客集散中心女厕所大部分
门坏掉了无法关闭，望部门前往
维修。

部门回复：福建石狮文化旅
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表示，
经检查，此处公厕共有八个厕门，
其中有两个不能完全关闭，已及
时报修。 （秋玉 整理）

学校附近交通拥堵
交警进行疏导

市民致电12345反映：长福实
验小学附近因道路维修交通堵
塞，建议上下学时段安排交警至
学校门口指挥交通。

部门回复：市交通警察大队
表示，将结合现场道路实际情况
安排执勤人员对该路段进行疏导
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