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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医生有退休金吗？
宣汉县陈先生咨询：请问乡村医生年满
60 岁有退休金吗？
宣汉县卫生健康局回复： 按照规定，积
极引导劳动年龄内且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
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不属于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乡村医
生， 可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也可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
险；符合退休条件的（原则上不超过 65 岁），
按规定领取养老金，也可根据服务年限发放
生活补助等多种形式，解决好老年退出乡村
医生的保障和生活困难。

▲ 健康证明
有效期能否延长？
网友“从碟”咨询：我一直在外打
工，之前办理了健康证明，但有效期很
短。 请问可否延长时效？
热线回复： 根据四川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规定，
从 2 月 26 日起出具的《四川外出务工
人员健康申报证明》 有效期由 3 天延
长至 14 天。

▲ 临时停车恢复收费了吗？
达城侯先生咨询：疫情期间路边停车是
免费的，请问现在恢复收费了吗？
达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回复： 目前，随
着达州市各行各业分批次复工复产，为及时
规范路内临时停车秩序，为广大市民提供规
范、便捷、畅达的出行停车环境，从 2020 年
3 月 16 日早上 8：00 起，全面恢复中心城区
路内临时停车收费管理。 车主在支付停车费
用时只可采用微信、支付宝方式进行线上支
付。 如果有收费人员强行要求收取现金，可
拨打投诉电话：0818-3333818。

▲ 高龄老人
有哪些补助政策？
渠县王先生咨询： 请问高龄老人
有哪些补助政策？
渠县巨光乡人民政府回复： 根据
规定，国家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
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国家通过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
疗需要。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人
和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 由政
府给予补贴。 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
保障工作，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对
生活长期不能自理、 经济困难的老年
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其失
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 国家鼓
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
人高龄津贴制度。“
80 周岁以上的老
人,可以享受高龄津贴的国家政策。 其
高龄补贴具体标准为: 80 至 89 岁老
人每月可领取 60 元；90 至 99 岁老人
每月可领取 120 元；100 岁以上老人每
月可领取 600 元。

▲ 新农合能否报销
自费部分？

达川区易女士咨询： 我舅舅去年 11 月
在广东受伤住院，花费 39600 元，出院后意
外伤害险报销了 10600 元。请问新农合是否
能对自费的医疗费部分报账？
达川区医疗保险管理局回复： 根据规
定，参保居民的治疗费用已获得商业保险等
赔付的部分， 不得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但自愿在获得商业保险等赔付后，将剩
余合规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结算的，
不计起付标准，直接按报销比例支付。 同时，
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因交通、医
疗事故等应当由第三方负担的医疗费用不
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综上所述，如本人
受伤后已获得商业保险赔付，则需要将医保
报销所需资料交户口所在乡镇（中心）卫生
院申请报销， 并积极配合外伤受伤原因调
查，需提供住院发票、出院证明、费用清单复
印件并加盖商业保险公司印章，商业保险赔
付单原件，住院病历复印件。
（以上记录由热线记者 周巾晶整理）

▲ 补办货运资格证
需要什么手续？
达城何先生咨询：我的货运资格证
掉了，应该去哪个部门办理？ 需要什么
手续？
达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回复：根据
规定，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
遗失、损毁的，应当到原发证机关办理
证件补发手续；办理换证、补证和变更
手续，应当填写《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
业资格证件换发、补发、变更登记表》。
从业资格证遗失补发需提供，本人身份
证、驾驶证原件及白底两寸彩照 1 张前
往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金兰路市政务服
务管理局三大厅交通窗口 72-73 号现
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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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钢铁集团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与某商业银行签订
《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钢铁集团
公司向商业银行借款 500 万元，
借款期限 2 年， 钢铁集团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归还欠付的
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 100 万元。
2016 年 8 月 23 日， 某钢铁
团公司（委托人）与高管刘某（受
托人）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与《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钢铁集团公司
委托刘某代为持有钢铁公司在昌
达贸易有限公司中占总股本 10%
的股份， 刘某承诺由代持股份产
生的或与代持股份有关的收益全
部归钢铁集团公司所有。
因钢铁集团公司未能按约定履行还款
义务，商业银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钢铁集
团公司归还借款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 125
万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8 年 7 月 1 日，之
后的利息以 500 万元本金为基数， 按照年
利率 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请求刘
某在其代为持有的昌达贸易有限公司 10%
的股权价值范围内与被告钢铁集团公司共
同承担清偿责任，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钢铁
集团公司承担。 刘某于是委托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出庭应诉。
被告刘某代理人认为： 本案 《借款合
同》系钢铁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签订，根据
合同相对性原则，刘某与该借款无关联，商
业银行没有证据证明钢铁公司以其在刘某
处的股权为涉案借款提供了担保， 故钢铁
集团公司要求刘某以其代持股权为限为本
案借款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请求
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刘某的诉讼请
求。
人民法院经综合审理， 采纳了被告刘
某代理人的意见， 判决钢铁集团公司归还
借款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 125 万元（利息
暂计算至 2018 年 7 月 1 日， 之后的利息
以 500 万元本金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10%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本案诉讼费
354300 元由被告钢铁集团公司承担；驳回
商业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钢铁集团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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