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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时起，厦门网上祭扫平台“厦
门云祭园”正式开通。昨日，
厦门
市民政局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
厦门市民政局 2020年清明节祭
扫工作方案。此前，
厦门市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发
布公告，
今年清明期间，
暂停群众
现场祭扫活动，市民可通过“i厦
门”微信公众号免费进行网络祭
扫。
市民 关注“i厦门 ”微 信 公
众号后，选择“掌上服务”，再点
击“厦门云祭园”，
即可进入网上
祭扫页面。厦门云祭园系统提前
预建馆，逝者亲属可通过系统核
验基础信息后，
领取纪念馆。若无

法自动领取，亲属可免费创建纪
念馆，
等待人工审核通过。
建馆时，市民须根据逝者安
葬（放）地点选择墓园，
输入持证
人、逝者姓名，阅读并同意《网上
纪念服务规则》 后，点击 “领
取”，通过系统自动核验后，方可
进入纪念馆。创建成功后，
馆主和
亲友可通过首页“我要祭拜”，
直
达“我相关的纪念馆”。
纪念馆内可以进行逝者生平
简介编辑、
纪念馆权限设置，
以及
查看亲友圈、
祭拜记录等；
可以对
纪念馆进行模板、背景、头像框、
祭拜头像等装扮；还可以通过页
面右方的“祭”字标识，赠送鲜
花、
蜡烛、
元宝、
灯具等各种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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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文圃山陵园开发有限公司将
组织工作人员免费为园区每个
墓位开展墓碑擦拭、敬献鲜花、
系红丝带等服务。
此外，
厦门海沧文圃山陵园
开发有限公司还推出了代祭服
务，市民线上预约后，园内工作
人员将代其为墓位送上心语卡、
敬献鲜花。据悉，该项代祭预约
服务近日将在“文圃山恩泽园”
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市民可关注
预约，同时，也可拨打线下服务
热线（0592-6882888）进 行 预
约。
记者了解到，
位于文圃山陵
园的厦门市遗体与器官捐献者
纪念园，
今年也将由陵园的工作
人员代为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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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发布了关于清
明节期间祭扫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植物园内所有寺
庙及公墓暂停群众现场祭扫活
动，倡导通过家庭分散追思、经典
诵读、网络祭祀、家庭悼念（通过
建立亲属微信群、微视频、讲先人
故事、
制作思念卡）等形式祭拜。
植物园内零星散墓，墓主亲
属确需前来祭扫的，必须提前在
工作时间里预约，预约电话 :
0592-2985491，说明祭扫时间、
参加人数、
坟墓位置。亲属须自觉
不携带一切火源及易燃易爆物品
进山、进林区，不在林区内燃放烟
花爆竹、焚烧香烛纸钱以及进行
其他野外用火行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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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台胞服
务站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与厦门弘爱医院同时挂牌。新成
立的台胞服务站，将为在厦就医
的台胞代办门诊、急诊及住院等
健保核退业务，使台胞无需返回
台湾便可办理健保报销，节省了
相关费用。
为“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
陆的第一家园”，厦门市医保部
门针对参加台湾健康保险的台
胞在大陆就医医疗费用回台报
销“路途远、手续杂、期限久”等
困难，与泰康养老保险与君龙人

寿保险合作，并指派专人入驻医
保服务站，承办台胞在大陆就医
后的台湾健保报销相关手续。
台胞服务站的服务内 容包
括对台胞提供专业的报销流程
指导，协助开展报销材料汇总、
复核及申报提交等一系列工作。
所有的报销费用最后将由台湾
健保机构直接汇入台胞的台湾
地区个人银行账户，实现“一站
式”代办报销。台胞服务站的成
立，大大方便了台胞疫情期间办
理健保报销业务，降低因往返奔
波带来的感染风险。
厦门市医保部门相关 负责

人表示，选择在市医保局成立一
周年之际成立台胞服务站，是落
实市委市政府“爱心厦门”建设
要求，打造“爱心医保”品牌活
动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将以
此作为新的起点，通过建立具有
厦门特色的‘爱心’医疗保障制
度，为台胞台企提供优质便捷的
医保服务，提升台胞医疗保障获
得感，
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此外，今年，市医保部门还
将高标准推进 “五大行动”，通
过进一步梳理城乡医保待遇清
单，继续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险为
主体、大病保险为补充、医疗救

助为托底的“三位一体”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对特困、低保、计
生特殊家庭成员、重度残疾人、
重点优抚对象等医疗救助对象，
进一步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实现
精准救助，确保“一户不能落、一
个不能少”，坚决打赢医保脱贫
攻坚战；实现“五心医保”目标，
即参保人暖心就医、医生安心用
药、医院专心救治、群众顺心办
事、政府放心基金，织密 400多
万市民生命健康的医疗保障网，
稳兜厦门百姓的健康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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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记者从厦门海沧文圃山陵园
开发有限公司获悉，
海沧区文圃
山陵园将暂停群众现场祭扫活
动，提倡群众通过“i厦门”微
信公众号进行网络祭扫的同时，
文圃山陵园将提供敬献鲜花、墓
碑擦拭等免费服务及其他代祭
服务。
目前，
文圃山陵园已在文圃
山路口、
防火路中段和园区大门
口三个位置设置出入拦截关口，
仅提供骨灰寄存等基本服务，将
劝返所有祭扫人员。记者了解
到，
3月 31日前，厦门海沧文圃
山陵园开发有限公司还将对陵
园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活动，保
证园区整洁。
同时，清明节期间，厦门海

纪念馆创建者还可以进行背景音
乐更换、弹幕关闭、祭台隐藏、评
论关闭等设置。
纪念馆创建好了，若有亲友
想进馆祭拜，馆主可选择纪念馆
页面右上角的分享标志，将纪念
馆链接分享给好友。好友点击链
接填写申请人、
与逝者关系，
并通
过纪念馆创建者审核后进入馆内
留言或祭拜。馆主可审核亲友申
请入馆祭拜的信息，也可查看所
有亲友对逝者的祭拜记录。
截 至 昨 天 16:
30，
“厦门云
祭园”已有总馆数 2424个，其中
自建馆 189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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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3月 24日 0时—24时，厦
门市报告新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0例。
截至 3月 24日 24时，厦门
市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 6例 （菲律宾 3
例，
英国 2例，
美国 1例；
已治愈出
院病例 0例、目前住院病例 6例，
无死亡病例）。现有报告境外输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0例。
3月 24日 0时—24时，厦门
市报告新增本地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确诊病例 0例，
报告新增本地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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