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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彦刚）9月 21日,省教育考试
院发布《我省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网上报名通知》，提醒考生 2021年我省硕
士研究生报名共设32个报考点，各报考点对
接收的考生范围均有严格限制，考生在选择
报考点前必须认真阅读该“报考点须知”，以
免选错报考点，贻误考试。

通知明确，我省考点接受四类考生报
名，即在陕就读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户口在
陕”或“在陕工作”的往届生；报考在陕招生
单位的单独考试考生；在陕招生单位要求必
须在本校考点考试的考生。

明年研考预报名时间为今年 9月 24日
至 9月 27日，每天 9时至 22时。网上报名时
间为 10月 10日至 10月 31日，每天 9时至 22
时。预报名期间的报名信息有效的，网上报
名时无须重复填报。考生按照规定时间在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

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
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对于招生单位、考
试方式、报考考点等重要信息要慎重选择，
一旦生成报名号后则不可以修改。如确实
需要修改，须取消已有的报名信息，并在网
上报名截止日期前重新报名、缴费。

陕西明年研考设32个报考点
明日开始预报名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政策最新解读来了

个人参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280元

近日，一场
现代产业体系
人才专场招聘
会在西安航天
基地中湖公园
举行。据了解，
此次招聘会由
西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西安国家民
用航天产业基
地管委会主办，
提 供 航 天 、航
空、材料化工、
能 源 电 力 、医
疗、教育等十余
个行业领域的
3000余个岗位。

王忠义 摄

近日，渭南市临渭区崇宁镇线王村，村民
王伟正在采摘成熟的浪漫红颜葡萄。

今年以来，渭南市线上线下齐发力，大

力发展商贸流通新业态新模式，截至 8 月
底，全市开展各类直播销售 4215 场，带货
494.1万单，成交额2.2亿元。 崔正博 摄

本月初，陕西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印发《关于2021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部署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

2021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暂为830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暂

为 550 元，个人参保缴费标准每人每年 280 元。财政补助远多于个人缴费。筹资标准中财

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约为 2:1。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交一份，财政补助约两份。缴费时

间为2020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对象有哪些？

具有我省城乡居民户籍或取得
我省居住证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范围的非从业居民；

统筹区内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包括民办高校、独立学院、成人
院校），科研院所（以下简称高校）中
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
专科生，全日制研究生（不含在职本
专科生和研究生），中专、技校学生；

统筹区内国有关闭破产企业退
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确有困难的，可自愿
选择参加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统筹
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原城镇集体企业没有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下岗
失业人员可自愿选择参加户籍地或
长期居住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选择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但不得重复参保；

在我省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可以在
居住地按照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新生儿及其他按规定应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参保人员待遇享受期有什么规定？

2021年度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医
保待遇享受期为2021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一）普通人群应在集中缴费期参
保缴费，待遇享受期为2021年全年。

（二）新增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开放绿色通道，
待遇享受期为扶贫部门确认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之日的次月算起。

举例：王某于2021年4月份认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021年6月份
按照统筹地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后，
待遇享受期应从2021年5月份算起。

（三）2020年新入学的大学生，统
一参加学校（校区）所在地 2021年度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自缴费完成之日
享受待遇。

举例：陈某为2020年9月份入学
西安某大学的学生，2020年10月1日
在学校统一参加 2021 年度城乡居民
医保缴费，则陈某2021年居民医保待
遇享受期从2020年10月1日算起。

（四）全省应届毕业的参保大学
生，在陕西省的医保待遇享受期延续
到当年年底。

举例：孙某为2020年西安某大学

应届本科毕业生，正常参保，按规定，
孙某 2020 年的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孙某如果
2020年9月份因病住院，居民医保费
用是可以报销的。

（五）其他不在集中缴费期参保
的需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特殊人群，
按规定缴费后，待遇享受期自缴费之
日的次月起。

举例：李某为 2021 年的退役士
兵，2021年8月份回陕参加陕西省居
民医保，按规定，待遇享受期应从9月
份算起。

其他相关问题

（一）参保地以什么为准？
参保人选择的参保地必须为户

籍地或居住地。参保地选择必须与
户籍地或（和）居住地一致。

举例：王先生户籍地为陕西省安
康市，长期在西安市随子女居住，按照
规定，王先生可以按照户籍地参加安康
市居民医保，也可以在西安市办理居住
证后，参加居住地西安市居民医保。

（二）具体参保流程有哪些？
一般人员参保应到税务部门

主动缴费，税务部门无相关信息，
应到医保部门进行参保登记后，
再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相关渠道
完成缴费。

举例：如果李女士2020年9月份
在税务部门公布的缴费渠道参加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时，系统
显示无相关人员信息，那么李女士应
该先去参保地医保经办部门核实个
人参保信息后，再在税务部门公布的
相关渠道缴费。

举例：张先生毕业多年，从未参加
过医保，初次参加2021年度居民医保，
张先生应在集中缴费期内先去医保部

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然后再缴费。
（三）重复缴费了怎么办？
缴费人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或已经以大学生身份参保
后，又缴纳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
出现重复参保的情况，重复缴费人员
不能重复享受医保待遇，应由缴费人
提出申请并办理城乡居民医保退费。

（四）缴错异地怎么办？
非因本人原因出现错缴异地的参

保人员，可采取由原缴费地负责办理
退费，拟参保地重新缴费的方式办理，
待遇享受期从首次缴费时间算起。

错缴异地的退费申请，可由缴
费人向原缴费地税务部门提出申
请，拟缴费地税务部门与原缴费地
税务部门传递退费资料，经原缴费
地医保部门终审通过后，原缴费地
医保部门完成退费工作。

举例：假设赵先生2020年10月份
缴费参保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2021年生病出院报销时，系统显示赵
先生2021年的参保地是咸阳市，而赵
先生已于 2019 年将户籍迁到了西安
市，本意是参加西安市居民医保。出

现这种非本人原因出现的错缴异地
的情况，原缴费地咸阳市负责退费，
拟参保地西安市重新缴费，赵先生首
次缴费时间按照2020年10月份算起。

（五）跨年度结算是什么政策？
统筹地区连续参保的城乡居民

住院跨年度医保结算，统一以参保患
者出院时间当年度结算政策办理。

跨年度跨统筹区域参保住院患
者，按自然年度所属不同参保统筹
区域结算政策分别结算。

举例：刘先生2020年度参加西安
市居民医保，2021年度参加咸阳市居
民医保。假设刘先生 2020 年 10 月 20
日生病住院，2021年2月3日出院，按
照规定，刘先生本次住院费用，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费
用应按照西安市的居民医保报销政
策执行，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3 日费用应按照咸阳市居民医保
报销政策执行。 据陕西省医保局

上班时间用电脑，下班时间玩手机，“低头族”当
久了，不仅眼睛会受伤，而且年纪轻轻颈椎就不行
了。近年来临床上越来越多地发现，“低头族”出现
了一个新的健康隐患。

低头用电脑、玩手机时间长了后，很多人都会感
到脖子或颈椎不适。如果感到头痛，那得小心了。

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神经内
科接连收诊了不少年轻的“低头族”，因长时间低头
用电脑、玩手机而头痛难忍，到医院检查发现竟然是

“脑子漏水”。
脑子怎么会“漏水”？其实，这里的“水”是指脑

脊液。所谓“漏水”，是指脑脊液外漏。
但是，低头用电脑和玩手机，为什么会导致脑脊

液外漏？
36岁的宋先生是杭州一家公司的业务员，两

个月前突然觉得头部右侧针刺般地疼，耳朵也闷
闷的，听东西刺耳。当天睡了一觉后，宋先生觉得
头痛减轻不少，以为只是工作太累缺少休息，没想
到第二天起来上班没几个小时，又开始头痛难忍，
没法正常工作。

经诊断，宋先生的颈椎已经有多节段退变，多个
椎间盘突出伴钙化，形成的局部骨刺，穿破了硬脊髓
膜，造成脑脊液外漏，最终导致颅内低压，因此头痛。

医生追问病史发现，宋先生空闲时间喜欢宅在
家里玩手机，甚至走路的时候也会捧着手机，是个妥

妥的“低头族”，平时也很少运动，有时候感觉到脖子
酸胀不适也不当回事。

如果出现坐位或站立时头痛，躺下头痛缓解这
种症状时，一定要引起警惕，医学专业术语称为直立
位头痛，是低颅压最常见的表现，有时也表现为直立
位头晕，伴恶心呕吐耳鸣。

近年来，脊柱退变患者明显年轻化，20到30岁患
者也出现多节段椎间盘突出伴骨刺形成。病例资料
显示，与中老年脊柱退变常累及颈腰椎不同，年轻患
者多以颈椎、上胸椎退变为主，这种现象更加提示其
病因与平时的生活状态相关——“低头族”长时间屏
幕操作造成人体脊柱长期处于“低头含胸”状态。

来自骨科的研究表明，颈部处于正位时受力约
10-12磅，前倾15度受力增加一倍，弯曲到60度受力
相当于负重一个50斤重的孩子。再加上久坐不爱运
动，脊柱不堪重负，就慢慢形成骨刺。

对于普通人群，如果需要长时间低头伏案工
作，建议适当调整姿势，比如用手机支架或把电脑
抬高。如果不得不低头工作，建
议要在低头半小时后，起来适当
活动。平时养成规律锻炼的习
惯，每周 2至 3次有氧运动能够
舒缓肌肉疲劳改善代谢，增加脊
柱肌群抗压能力，从而延缓脊柱
的劳损退变。 （王谨）

秋高气爽，秋色如画，正是旅游好时节。今年的
“十一”假期与中秋节叠加，形成了长达8天的“超级
黄金周”，民众出游热情高涨。为此，旅游行业铆足
了劲“抢人”，不少线上旅游企业打起补贴战，线下多
地景区掀起了门票降价潮。

各地景区摩拳擦掌，期待在新冠肺炎疫情进入
常态化防控阶段打一个“翻身仗”，这一心情可以理
解。无论是适当补贴，还是合理降价，都是市场竞争
手段，也是旅游业复苏和经济活力恢复的标志。不
过，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经济利益，放松疫情防控和
安全意识，该采取的安全措施绝不可少。

防疫安全不可少。虽然我们取得了疫情防控重
大战略成果，但国际疫情依然严峻，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工作必须毫不放松地抓好。我们必须慎终如
始、再接再厉，尤其是国庆黄金周期间，必须坚持常
态化精准防控与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提升全社会文
明程度，让国庆黄金周成为防疫安全周。

交通安全不可少。国庆黄金周往往是交通忙碌
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私家车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
百姓家，假期中景区附近难免交通紧张。此时，尤其

需要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各地交通管理部门需要
加强统筹与监管，游客出行应根据交通情况及时调
整出行计划，做到不凑热闹、不聚集、不麻痹大意。

设施安全不可少。长假期间，各地旅游景区必
然会热闹起来，景区景点必须保证旅游设施安全可
靠。一方面，景区景点应该及早做好设施检修工作，
旅游管理部门则需加强质量监管；另一方面，景区景
点还要做好黄金周期间的应急预案，保障好游客生
命财产安全，力争万无一失。

食宿安全不可少。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责任
重如泰山。国庆黄金周期间，景区食宿安全须做好
四个方面工作。一是重视食品安全，地方食品监管
部门必须加强节日期间的食品市场监管，落实好“四
个最严”要求；二是重视餐饮节约，应进一步落实好
有关规章制度，坚决杜绝餐饮浪费；三是重视住宿质
量，应公开承诺住宿标准，服务不能缩水；四是重视
游客投诉，应建立
黄金周投诉平台，
保证游客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害。

（殷建光)

国庆黄金周也要成为安全周

手机不离手非常有害

“低头族”要警惕“脑子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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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消息，
《商洛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将于 2020年 10月
1日起开始施行。

条例明确了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范围，具
体为商州区 G40高速引线以西，环南路北段（环西
路）以东，龟山山脊线向东延伸至商鞅大道以北，
环城北路以南区域。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为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五
和元宵节，其他时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高考、中考期间，重污染天气黄色以上预警期
间，市、县（区）人民政府发布的重大活动保障期间
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于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最高将对责任单位
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0月起商洛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孟珂）9月22日至23日，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合全市各县（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就业见
习基地举办西安市就业见习网络专场供需会。截至 9月 21
日 18时，已有西安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西安金拱门食品有
限公司等 166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供需会，面向高校毕业生
和失业青年提供5300多个就业见习岗位。

此次供需会旨在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全面落实保

居民就业任务，为就业见习基地和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提
供就业见习供需对接服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毕业两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 16岁至 24岁失业青年均可报
名参与。求职者可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云人才市场”小程序，
注册求职会员，完善简历信息，进行视频面试。参加就业见
习的人员，将获得政府部门发放的补贴，包括每人每月 1200
元的生活补贴、每人每月25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

西安提供5300个见习岗位 每人每月1200元生活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