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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增设161个非机动

车集中停放点

摩托车也要
停在白色框内

近期，里水在城区主要道路以及市

场、医院、物业小区及周边等区域增设

非机动车集中停放点，满足市民日常停

车需求。

目前已在新兴路、里广路、沿江路、

振兴路、朝阳路、夏塘路、和顺大道、官

和路、沿江南路等18个路段，补划、增

划161个非机动车停放点。市民如需

停放非机动车，要认准“白色框”。

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呼吁：市民

要文明规范停放非机动车辆。日常出

行时，请将您的自行车、电动车停放在

划定的非机动车停放框线内，停车时有

序同向停放，并自觉避让盲道，不占用

机动车道、不占用绿地绿道、不占用机

动车位。

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但日常出行时

也要停放在非机动车停放区。

草场白塔桥围蔽施工
过往市民注意绕行

近日，里水镇市政管理办发布《关

于里水镇草场社区白塔桥实行施工围

蔽的公告》，指出专业人员在巡查桥梁

维护情况的过程中，发现位于草场社区

白塔村的白塔桥存在部分安全隐患。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自

2022年11月22日上午9:00起，将对

白塔桥进行全桥段封闭修复施工，工期

约50天，预计2023年1月10日完工，

完工后恢复通行。

施工期间，市民及过往车辆需绕道

通行。其中，行人、非机动车可绕行洲

村水闸旁的道路；车辆可绕行至恒大御

景半岛江边道路或时代天境北侧道路

（禹门水质净化厂至时代天境路段）。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

宪法篇——

拒服兵役后果严重
青春路上不做逃兵

高某和党某经过政审、体检顺利

入伍。不料，到了部队后，两人因怕苦

怕累、不愿受部队纪律约束，以各种理

由逃避服兵役。尽管兵役机关、部队

及家属反复教育，两人仍拒绝留队服

役。

为此，部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作出退兵处理。高某和党某

户籍所在地的市政府对高某和党某作

出严肃处罚：按照当地当年义务兵优

待金的2倍标准给予经济处罚，3年内

全市范围内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得

招聘录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

其办理经商营业执照、金融机构禁止

向其提供各种贷款业务。同时，市公

安局将其列入拒服兵役人员黑名单，

在其户籍信息系统“兵役状况”栏注明

“拒服兵役”，两年内公安部门不得为

其办理出国、出境相关手续。

南海区普法办提醒，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依法服兵役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

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拒绝服兵役，就

是违法。依法处罚拒服兵役者，彰显

的是法律法规的强大威力，树立的是

拒服兵役于法不容、于己不利的鲜明

导向。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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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保人可在全市

范围内“选点就医”，享受

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待遇，

符合条件的可以跨市异地

选点。

（2）新门诊政策的“药品

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用

耗材目录”全部按照广东省医

保目录执行，保障范围进一步

扩大，同时提高目录范围纳入

医保的支付比例。

（3）职工医保参保人

在三级医疗机构就诊的

医保支付比例由 40%提

高至 50%。

（4）取消单日普通门诊

医保只能报销1次的限制。

（5）退休人员个人账户

每月划入金额增加34.57元。

（6）扩大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资金使用范围。

冬日暖阳，温度正好，一家

大小外出露营最好不过了。带

上家人一起去里水贤鲁岛吧，

奔向大自然的怀抱。岛里有多

个优质营地，是亲子玩乐互动

的好去处，是短途旅行的绝佳

选择。

野 望 川 · 露 营 地

●特色：位于贤鲁岛三江

源节点，在这里可望天星，看日

出日落，有家庭喜欢的亲子活

动，也适合年轻人青睐的潮玩

时尚，能满足各种需求 ，能尽

情撒欢。

●地点：里水镇贤鲁岛野

望川·露营地

野 孩 籽 营 地

●特色：这是一家由贤鲁

岛本土家庭建造的农耕营地，

在家庭菜园近距离观察植物生

长，在自然空间进行多种户外

活动。全家露营，可以一起运

动、读书、观影、烧烤。家长可

以与孩子使用天然原料体验扎

染工艺，或是给孩子一场意义

非凡的生命教育，拓展孩子认

识，促进亲子沟通。

●地点：里水镇贤鲁岛野

孩籽营地

壹 野 壹 营 地

●特色：这里由热爱露营

的年轻人创立，营地内轻松愉

悦的氛围，让人摆脱烦恼，回归

真实自我。美食、美景、丰富的

娱乐设施，这里都有配套，篝火

晚会、音乐会、主题派对、许愿

活动等，快乐等着你来创造。

●地点：里水镇贤鲁岛壹

野壹营地

亲子乡村游 邂逅

参保三家定点医院，你选好了吗？
近期，很多居民都在讨论佛山市推行的“门诊共济”新政策——11月1日正式

实施，参保人可在全市范围内，选定不超过3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普通门诊统筹

待遇，年度可变更3次。这份新政有哪些优化？里水居民门诊怎么报销？本期为

你解读。

“门诊共济”新政策有哪些优化？

答：参保人可在全市范围内

选定不超过3家定点医疗机构就

诊，选满3家时必须包含1家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一年最多变更

3次，变更1家为1次，同时规定

“急救、抢救无需‘选点就医’”

“办理转诊不计入变更次数”，最

大限度满足参保人就医的便利

性。“选点就医”回应了社会需

求，实现了“跨区门诊”。

1.“粤医保”微信小程序；2.“佛山通”APP或微信小程

序；3.“佛山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

微信扫其中一个二维码，按提示步骤即可。

怎么选定点医院？

医院前台，参保人可携带

本人及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到各定点医疗机构前台现场

办理，适合不擅手机操作的老

人和小孩等人群。

温馨提醒：南方七院及

里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等 19 个站点都可以现场办

理。

●方法一：公共渠道选点 ●方法二

热点问题

答：支付比例是医保基金

为参保人分担政策范围内医疗

费用的比例。新政策按照卫健

部门确认的医疗机构级别对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划分，对

于不同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设

置不同的医保支付比例，具体

如下：

（1）职工医保：

一级医疗卫生机构、一级以

下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90％；

二级医疗卫生机构70％；三级医

疗卫生机构50％；其他一级以下

医疗卫生机构60％。

（2）居民医保：

一级医疗卫生机构、一级以

下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90％；

二级医疗卫生机构70％；三级医

疗卫生机构40％；其他一级以下

医疗卫生机构50％。

佛山市关于普通门诊“选点就医”的规定是怎样的？

问 如何帮家人、父母、孩子选点？

答：（1）进入微信“粤医保”小

程序，选择“门诊选点登记——家

人选点——添加家庭成员”，输入

相关信息后保存，实现家庭成员

绑定，最多可绑定8位家人。回到

“家人选点”界面，选择家人进行

“选点”即可实现代家人选点，代选

点操作与本人选点操作一致。

（2）可通过具备线上挂号渠

道的普通门诊定点医院的公众号

或小程序实现线上代家人选点。

（3）可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

会保障卡或有效身份证件，到市

内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前台或

参保所属社保经办窗口办理代家

人选点。

问 不同级别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比例是多少？

梦里水乡有什么好玩？哪里适合亲子互动？来，一起走进乡村，

拥抱大自然，在乡村里感受水乡文化、自然风光。

作为昔日革命老区，

里水镇北沙村具有深厚的

红色文化，已打造成为一个

集游览、参观、体验、互动、

学习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红色革命文化示

范区，是亲子参观学习的好

去处。

今年该村推出沉浸式

体验项目《北沙1946》，是

由体验者扮演剧本中不同

的角色，通过搜寻线索、分

析、推理、讨论，还原完成任

务、还原真相的真人体验项

目。市民在体验过程中，追

寻红色记忆，感悟思想伟

力，激发爱党爱国热情和使

命担当。

北沙村内还有多个红

色场景，包括弘扬红色精

神的北沙红色大道，充满

红色文化氛围的爱国主义

教育培训中心、北沙游客

服务中心，以中共南三花

工委光辉历程为主线的最

美爱国主义公园——双拥

公园配有主题雕塑、鱼水

长廊、三味园、宣誓台和拓

展区等，处处能感受到红

色基因。

进乡村品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地址：中共南三花

工委史迹展览馆

●开放时间：每周二

至周日9:00-12:00、14:00-

17:00，周一闭馆。提供团

体免费讲解服务，每场团体

人数须在5人（含）以上及

50人（含）以下。

●《北沙 1946》体验

项目价格：180 元/人/场，

包含服装费、场地费、体验

费。

●人数范围：建议 15

人～30人

●每场体验时间：约2

小时

●可预约时间段：周二

至周日，上午9：00～12：00，

下午2：00～5：00，需要最少

提前3天预约，具体视实际

情况而定。

●预约方式：0757-

85689570，吴小姐

打 卡 攻 略

■中共南三花工委史迹展览馆。

贤鲁岛露营 全心感受大自然

■贤鲁岛上的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