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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刘芳）5
月 17 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

“2022 年度（第四期）职工医疗互助
保障行动”新闻发布会。呼和浩特晚
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开展3年来，年
度参互人数稳定在100万人以上，年
度增长率保持在 15%以上，全区有
10.8万多人次从中受益，申领次数最
多的达到 40 次，补助金额最高达
34.54万元，切实减轻了许多职工家
庭的经济负担，呈现出“工会全面宣
导，职工积极参与，社会大力支持，会
员广泛受益”的良好局面，逐步成为
自治区总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又一
亮丽品牌。

据介绍，2022年，内蒙古职工互
助保障活动开展两个项目，分别为职
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和女性馨康互
助保障，本年度活动入会工作已经开
始，12月 10日结束。今年开展的活
动继续为参加住院医疗互助活动的
每名会员补助 10元。截至目前，自
治区总工会已投入近5000万元助推

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发展壮大。
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活动：凡内蒙

古自治区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年龄在 16至 60周岁
的在职职工，每人每期交纳100元互
助金（含自治区总工会给每名会员补
助的10元，个人实际交纳90元），均
可成为本会会员。活动采取团体会
员制，由所在单位工会统一组织职工
参加，不接受个人单独参加。同一单
位参加活动的职工不得少于其全部
职工的 75％（含）。参互职工住院统
筹内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等报销之后的自付
部分，分段按比例补助报销，最低不
少于200元，一个互助期内最高不超
过50万元。

女性馨康互助活动：今年新开了
“女性馨康互助保障”项目，凡身体健
康、年龄在 60周岁以下的在职女职
工或参加互助保障在册的男职工配
偶均可参加。本活动会费标准为 35
元/份，每个互助期为一年，每人限交
一份，一年办理一次。参加女性馨康

互助保障活动后，在互助保障期内，
会员首次确诊患有所列的13类女职
工特殊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时，按照规
定可分别领取1万至3万元的互助补
助金和其他慰问金。活动初衷在于
关爱广大女职工的身心健康，缓解因
患特殊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提升广
大女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使工会真正成为信得过、靠得住、离
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娘家人。

据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了解，内蒙
古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开展 3年
来，进行了两次政策优化调整。第一
次的政策调整内容主要是提升了 1
万元以下报销比例；出台了最低补助
金额规定（200元）；制定出台住院补
贴制度；将3种门诊慢性病纳入住院
互助保障范围等。

今年针对住院医疗互助进行了
第二次调整，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政
策优化调整：一是为了普惠会员，提
升了各分段报销的比例：由原来自付
部分在 0至 10000元（含）的，按 40%
比例补助，调整为自付部分在 0 至

3000元（含）的，按 40%比例补助；自
付部分在 3000 元（不含）至 5000 元
（含）的，按 50%比例补助；自付部分
在5000元（不含）至10000元（含）的，
按 60%比例补助。由原来自付部分
在 10000（不含）元至 100000元（含）
的,按 70%比例给予补助，调整为自
付部分在10000元（不含）至50000元
（含）的，按 70%比例补助；自付部分
在 50000元（不含）至 100000元（含）
的，按 80%比例补助；100000元以上
的按 100%比例补助。也就是为提
升普通住院会员的补助力度，增加
了报销区段，提升了报销比例，由原
来的 3个区段增加为 6个区段，分别
提升 10%至 20%的报销比例。二是
为了解决因大病致贫致困的问题，
提高了报销金额上限，由之前的 25
万元提高到了50万元。三是为了解
决会员报销时间紧的问题，延长了
活动报销时限，由原来出院结算后
的90天变成本单位保障期结束后的
90 天，为大家申领报销提供了宽裕
的时间。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安娜）
“【内蒙古政务】您名下的住院报销
已被停用，请点击以下链接启用第
Ⅲ代。”最近两天，不少市民接到了
这样的短信，有人一眼看出是虚假
信息直接删除，也有人对此将信将
疑，既不敢点击陌生链接，又担心
影响医保卡使用。接到市民频繁
打来的咨询电话，5月17日下午，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布预
警：这是诈骗！

市民乔女士是一名退休职工，不
久前曾因内分泌疾病住院治疗。5
月17日是乔女士出院的第八天，当
天下午她便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

“【内蒙古政务】您名下的住院报销已
被停用，请点击以下链接启用第Ⅲ
代。”虽然住院费用已报销，但乔女士
还是根据短信内容推测认为我市已
经启用第三代医保卡，如不点击链接
启用，下次使用医保卡会受限，于是
点开链接，看到该网页显示为“国家
医疗保障局”，还有公安机关网上备
案的号码。这立即打消了乔女士对
该网站的质疑。接着网站弹出公告，
提示收到短信的用户根据页面提示
自助提交身份信息并完成升级。本
想继续操作的乔女士突然想到不久
前收到的反诈宣传材料反复强调不
能点击陌生链接填写信息，便停止操
作并拨打96110查询。被反诈民警
告知这是虚假消息，点开链接就可能
中病毒后，乔女士立即更改了手机所

绑定银行卡的支付密码。
据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民警张巍介绍，从 5月 17日上午开
始，这已经是 96110接到的第十个
咨询“【内蒙古政务】”短信真实性的
电话。反诈中心已经联系医疗保障
等相关部门进行核实，确定这是一
条虚假诈骗短信。“最近内蒙古人社
App系统正在优化升级，无法正常
登录，不法分子正是瞅准此时机给
市民虚假链接行诈骗之实。首先，
发送短信的号码是+0082开头的号
段，通常来电号码前面带有‘+’号或

‘00’都是使用改号软件随机生成的
号码。另外，住院医保报销通常在
出院结算时就已经完成，即便出现
住院报销等问题，也会由医院或者
医疗保障部门通知持卡人。还有就
是我市尚未启用第三代医保卡（社
保卡）。”反诈民警说。

采访中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了
解到，这次骗子集中给市民发送虚
假诈骗信息后，尚未接到市民遭受
诈骗的报警。5月 17日下午，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已经将情
况上报至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封
堵该短信，以从源头避免市民遭受
此类电诈。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许
婷）5月 17日上午 8点左右，一
辆辆厢式货车沿着 Y305 乡道
驶向赛罕区舍必崖村。每天上
午和下午的固定时间，总会有
司机驾驶蔬菜拉运车抵达这
里，装满待售的蔬菜水果再驶
回市区。

乡村要振兴，农居环境要改
善，交通要先行。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关乎改善
农居环境和逐步消除制约农村
发展的交通瓶颈。近年来，经过
努力，呼和浩特市“四好农村路”
建设基本实现“通村畅乡”“良法
善治”“有路必养”“行有所乘”。
目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6248公里，占全市公路总里程
的79%，在全自治区排名第二。
乡镇通硬化路率达100%，行政
村通硬化路率达99.9%，较大人
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72.5%。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
节点、行政村为网点的农村公路
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通向赛罕区舍必崖村的
Y305乡道，就是我市改善农居
环境，提升乡村振兴发展的一
个缩影。拉运蔬果的货车司机
郭强说:“我做这一行已经五六
年了，曾经来这里拉运蔬菜没
有半个小时走不出去，道路不
好走，货运车辆更难行。如今

道路修好了，我们从这里出发
到市区仅需十几分钟，运货不
必着急了，效率也提高了。”

大棚蔬菜一合作社负责人
王志强说:“农村道路修好了，我
们的居住环境改善了，也吸引更
多人来村里体验农村生活了。
道路好了，我们的经济效益也提
高了，人们愿意来我们村批发蔬
果，也愿意体验特色采摘，让我
们很直接地看到了‘修通路，环
境美，效益高’的振兴局面。”

据悉，Y305乡道是2008年
建成通车的，从舍必崖村到西
讨思浩村，途经东达赖、西达赖
等 5 个村庄。通过这条乡道，
如今沿途村庄的农产品都能及
时运出。尤其是乡道尽头的舍
必崖村，是呼和浩特的重要地
产菜基地，有着 5000多座蔬菜
温室，不仅有着种类多样的地
产菜，还有很多的瓜果采摘园。

距离Y305乡道 20多公里
的X009县道，是贯穿赛罕区东
西 的 一 条 重 要 公 路 ，全 长
28.7km，途经 9个村庄，通往石
人湾湿地公园。依托这条县
道，一批高标准农田、蔬菜种植
和养殖示范基地、田园综合体、
乡村旅游等产业迅速发展，真
正实现了农村道路大提升，农
居环境换新颜，农民经济收益
大改善的美好局面。

内蒙古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为职工撑起“保护伞”

10.8万多人次从中受益

乡村因“农村路”更美
村民因“致富路”更乐

市民接到“点开链接启用第三代医保卡”短信

反诈中心：且慢，这是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