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2020. 9. 16 星期三
责编/李文君 美编/符丽花

椰城市民云 APP 上线野医保电子凭证冶服务

就医问诊，
无需带卡一“码”搞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冤 市民朋友是否有过这样的遭遇院大清
早去医院排长队挂号袁轮到自己却发现忘带身份证遥 或者是袁满心着急出门看病袁却翻
箱倒柜找不到医保卡噎噎随着野互联网+冶模式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快速应用袁曾经阻拦
在市民和医疗机构之间的门槛正在被一个个拆除遥

医保服务新体验 扫码刷脸更方便
扫一扫二维码
下载椰城市民云

近日袁 在海南省医保局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下袁城市野大脑冶椰城市民云 APP 正式
接入野医保电子凭证冶遥 医保电子凭证是国
家医疗保障局推出的全国医保线上业务唯
一身份凭证袁 它的出现意味着今后海南参
保人可享受扫码刷脸的医保服务新体验遥

椰城市民云 APP 医保电子凭证功能界
面由电子凭证码和服务大厅两部分组成遥
其中袁电子凭证码可应用于入院登记尧出院
结算等各类就医场景遥 服务大厅则包括了
医保账户尧定点机构尧诊疗项目尧药品目录
等查询服务袁以及居民缴费等办事服务遥

入驻椰城市民云可以发挥四大优势
今年 2 月袁 国家医疗保障局
办公室印发 叶关于全面推广应用
医保电子凭证的通知曳袁 对医保
电 子 凭证 在 全 国 范 围 实 现 全 覆
盖袁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工
作目标遥 随着医保电子凭证的不
断建设完善袁 包括跨区域使用在
内的各类应用场景将向市民逐步
开放遥
今后袁 医保电子凭证将是市
民和医疗机构开展所有医保线上
服务的金钥匙遥 而与其他渠道相

比袁 医保电子凭证入驻椰城市民
云可以充分发挥以下平台优势院
一是方便快捷遥 市民不用携
带实体卡袁 也不用登录多套账号
密码袁 只需打开椰城市民云 APP
即可使用医保码就医问诊遥
二是应用丰富遥 医保电子凭
证广泛应用于医保查询尧 参保登
记尧居民缴费等医保各业务场景遥
三是全国通用遥 椰城市民云
上 线的 医 保 电 子 凭 证 由 国 家 医
保信息平台统一生成遥 随着医保

电子凭证推广工作在全国范围
的持续开展袁跨区域互认将在不
久的将来与市民见面遥 届时袁参
保人可以凭证在全国办理有关
医保业务袁可以说野一码在手袁医
保无忧冶遥
四是安全可靠遥 椰城市民云
医保电子凭证由官方授权袁通过
实名和实人认证袁结合数据加密
传输尧 动态二维码展示等技术袁
确保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使用
安全遥

今后将逐步增加更多医保便民服务
医保电子凭证入驻城市大脑
椰城市民云 APP袁 对进一步提升
自贸港公共服务能力袁 促进海口
市医保治理现代化尧科学化尧精细
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遥 后续袁医保
电子凭证将会逐步增加更多医保
便民服务遥 随着服务的不断完善袁

长期困扰市民的异地就医医保支
付等痛点将被逐一解决袁 医保业
务的办理和支付将更加便捷袁自
贸区的医保管理和服务也将走向
更高水平遥
截至目前袁城市野大脑冶椰城
市民云 APP 已接入省尧市单位 63

家袁整合服务 478 项袁注册用户数
突破 181 万袁服务人次超过 1 亿袁
成为海口市民不可或缺的全市公
共服务掌上总入口遥 广大市民游
客可按照以下步骤下载使用袁即
刻开启野全城网办尧掌上通办冶的
智慧海口新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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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起海南实施公筷公勺服务规范 共建文明餐桌

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标配”新“食”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9 月 14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了解到袁由海南省酒店与
餐饮行业协会尧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尧省标准化协会起草发布的叶公筷公勺服务规范曳渊以下简称叶规
范曳冤将于 9 月 20 日起实施袁推动公筷公勺使用标准化尧规范化遥

为每道菜品摆放一公筷或一公勺
据介绍袁 使用公筷公勺分餐袁既
可以促成文明用餐的良好氛围袁更能
为打包剩饭菜尧进一步节约粮食提供
便利遥 自去年年底以来袁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卫健委尧省文明办
在全省开展野公筷行动冶袁引导人们在
用餐时使用公筷公勺取餐遥 此次发布
的叶规范曳适用于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尧
集体聚餐使用公筷公勺服务要求袁除
规定了公筷公勺在配置尧使用尧消毒
卫生尧宣传推广尧管理尧推广考核等方
面的要求外袁还为公筷公勺的不同配
备形式设计了相应图示袁提供了公筷
公勺参考提示牌卡和宣传标语遥
叶规范曳提出袁在配置要求方面袁
公筷尧公勺材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要求袁款式或颜色尧大小明显不
同于自用筷尧自用勺遥 在符合安全要
求下袁有条件的单位宜于公筷粗端印
渊烫冤醒目的野公筷冶标识字样袁宜于勺
柄处印渊烫冤醒目的野公勺冶标识字样遥
大型或高档以上餐饮服务单位袁

应为每道菜品摆放一公筷 渊或一公
勺冤袁同时还应实行野双筷双勺冶渊即为
每位用餐者同时配备一副公用筷勺
和一副自用筷勺冤遥 其他餐饮服务单
位袁应为每道菜品摆放一公筷渊或一
公勺冤袁 也可根据就餐人数摆放相应
数量的公筷公勺遥 火锅店尧烧烤店或
须在餐桌上摆放熟制菜品的餐饮单
位袁还应提供与自用筷尧普通公筷相
区分的生料专用公筷遥 自助餐厅或由
用餐者自行取食的餐厅袁应为每道菜
品摆放一公筷渊或一公勺冤遥 用餐者有
需求时袁应为其提供公筷公勺遥
叶规范曳明确袁公筷应摆放在自用
筷右侧或菜品右侧曰 公勺应与公筷
摆放在一起或摆放在菜品盛 器 内 遥
公筷公勺 摆放在专用的筷 渊 勺 冤架
上袁手抓渊握冤端朝使用者遥 公筷公勺
应在就餐前半小时之内或与菜品同
时摆放遥 备餐台应设置公筷公勺专用
存放区域袁并张贴相应标识袁方便用
餐者识别取用遥

餐厅应引导用餐者使用公筷公勺
餐饮服务单位应引导用餐者使
用公筷公勺做到举止文明袁 每次使
用公筷公勺后应放回原处袁 并做到
轻拿轻放遥 用餐者如误将公筷公勺
作为自用筷勺使用袁 或用餐者将自
用公筷公勺放在公用骨碟上袁服务人
员应及时更换遥 若用餐者提出分餐要
求袁服务人员应重新使用干净的公筷
公勺进行分餐遥 食品打包应重新使用
干净的公筷公勺遥 遇有特殊口味菜品
要及时更换自用公筷公勺遥
用餐结束后应按要求对公筷公
勺进行清洗消毒遥 公筷公勺与自用
筷勺应分开存放并保持清洁卫生遥
公筷公勺容器或套袋应符合卫生标
准要求袁应定期清洗或更换遥
叶规范曳表示袁各相关单位应充
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袁 广泛开展公
筷公勺推广宣传袁 倡导健康文明就
餐理念遥 在每张餐桌上摆放文明用
餐尧倡导使用公筷公勺的提示牌卡遥
餐饮服务单位应在就餐醒目处张贴

提倡使用公筷公勺的宣传标语或宣
传图袁有条件的可利用电视尧电子屏
等循环播放进行宣传遥 用餐前袁服务
人员应主动宣传和引导顾客使用公
筷公勺袁 介绍公筷公勺的摆放位置
和使用方法遥 用餐过程应随时提示
使用公筷公勺遥
餐饮服务单位应将公筷公勺配
置纳入日常备餐流程尧摆台标准尧出
餐流程尧上菜流程尧引导流程与洗消
流程等袁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曰应明
确负责公筷公勺相关岗位的基本职
责袁加强员工日常专题实操培训曰应
就公筷公勺配置要求和使用要求等
内容对服务人员进行培训曰 宜建立
相应台账制度袁记录公筷公勺清洗尧
消毒尧使用情况遥
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应承担社会
责任袁积极推行使用公筷公勺袁推动
卫生尧文明就餐行动开展遥 加强行业
自律袁 应将公筷公勺使用情况列入
餐饮服务单位评比标准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