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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严静雯） 据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息，2018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自今日起开

始受理，至 2017年 12月25日结束。参保

人员按照年度缴费，享受2018年度（1月

1日至12月31日）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凡未参加上海市其他基本医疗保险

的人员，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凭有关

证件和材料至户籍（或居住证登记的居

住地）或者就近的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医保服务点办理登记和缴费手续。

在校中小学生和在园（所） 幼儿，由所

在学校和托幼机构统一办理登记缴费手

续。

2018 年政府财政将继续对城乡居民

医保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居民医保总筹

资标准。其中，60 周岁以上人员的筹资

标准从每人每年 4300 元调整为 5800 元；

19-59 岁人员从每人每年 2900 元调整为

3150 元；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从每人每年

1100元调整为 1450元；大学生从每人每

年180元调整为250元。

个人缴费标准保持不变。其中，70

周岁以上人员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

年 370元；60-69岁人员的个人缴费标准

为每人每年 535元；19-59岁人员的个人

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720元；中小学生和

婴幼儿以及大学生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

人每年110元。2018年农村居民的个人缴

费标准维持2017年标准不变。

此外，上海继续对困难人群参保进

行帮扶补助，对城乡居民中的低保对

象、重残人员以及高龄老人等，政府相

关部门将继续对他们的个人缴费部分给

予减免。

2018 年本市城乡居民医保的登记缴

费期截至 2017年12月25日，逾期参保有

3个月等待期，等待期满后方可享受城乡

居民医保待遇。

本报讯（记者 黄静）近日，上海市地

方税务局发布了关于缴纳上海市2017年

个人住房房产税（以下简称“房产税”）有

关事项的提示，同时开通了房产税指定网

上缴纳平台——付费通的查缴系统。纳

税人只需登录上海付费通网站（www.
shfft.com）或付费通APP，按照网站提示，

即可轻松查缴2017年度个人房产税税款

以及以前年度的逾期房产税税款和滞纳

金。

根据有关规定，纳税人应于每年 12
月31日前，缴纳当年度应纳税款，逾期缴

纳的，当年度税款从次年 1月 1日起按日

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对经

催报催缴仍拒不纳税的，税务机关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本

市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办法有关规定处

理。同时，根据《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

理试行办法》，将未纳税信息纳入联合征

信体系管理。

付费通缴纳房产税新
增微信公众号渠道

据了解，今年上海市个人住房房产税

的 征 收 渠 道 仍 为 付 费 通（www.shfft.
com）、指定银行和税务专窗，其中付费通

网上渠道是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唯一指定

的个人住房房产税网上缴税渠道，2016

年已有近半数纳税人通过付费通在线纳

税。

据付费通公司负责人介绍，为更加方

便市民进行房产税查缴，除付费通网站及

付费通 APP 缴费渠道外，今年还新增了

付费通微信端查缴方式。用户只需关注

付费通官方微信服务号“付费通账单查

缴”（微信号：ezhangdan），选择公众号菜

单栏“查缴账单”中的“房产税”缴税入

口，输入房地产权证号或不动产权证号，

即可进行应税查缴。

倡导绿色税务，推出
电子纳税清单服务

为践行“绿色税务”理念，创新“互联

网+税务”模式，今年起，上海市地税局推

出了个人住房房产税纳税清单服务功能，

纳税人可通过该功能查询、保存、打印个

人住房房产税电子纳税清单。

市民如果通过付费通网站缴税的，可

在缴款之日起7个工作日后，通过以下方

式获取个人住房房产税纳税清单：（1）电

脑端——登录上海市个人网上办税服务

厅（https://gr.tax.sh.gov.cn），通过“个人住

房房产税纳税清单”模块获取。（2）移动端

——通过“上海个人办税”APP或“上海税

务”微信公众号（涉税查询/个人纳税信

息）获取。

本报讯 （记者 符佳 通讯员 屈琳

琳）昨天下午，上海海洋大学第十一届蟹

文化节暨 2017全国河蟹大赛在王宝和大

酒店举行。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浙江、

湖北、江西、山东、河南等地近 70 多家单

位选送的 1800余只“蟹将军”“蟹大咖”齐

聚一堂，现场角逐全国河蟹产业界的“奥

斯卡奖”。最终，安徽国翔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选送的雄蟹摘得蟹王称号，重达

523.8克。荣膺蟹后的雌蟹则由进贤县军

山湖幸福港汊鱼蟹养殖专业合作社选送，

重达361克。

新晋蟹王蟹后
惊艳亮相

“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已举办 7
年，今年参赛单位与河蟹参赛数量均创新

高。赛事以突出河蟹的整体实力和团体

优势为主，参赛单位提供雌雄河蟹各 14
只参评。所有评比参数采用上海海洋大

学开发的全国河蟹大赛评比软件系统，由

计算机在综合参赛河蟹体重、壳长、肥满

度和个体差异后打分，从高到低排序来确

定金蟹奖。再在金蟹奖得主中，由专家根

据色泽、气味、口感等性状评选出最佳口

感奖。

历时一天的评选，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就是蟹王、蟹后现场“比拼体重”了。来自

多家参赛单位的4只蟹王候选者和5只蟹

后候选者在台上一字排开。这些入选公

蟹的重量均在 350 克以上，母蟹均在 300
克以上，体量比市场上常见的河蟹大了很

多。经过现场一一称重，新晋蟹王、蟹后

出炉。

今年是品蟹之年
产量高 品质好 价格低

河蟹年年有，大小年品质各不同。上

海河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上海海洋

大学教授王成辉表示，今年是吃蟹一族能

大饱口福的年份。

王成辉说，虽然今年罕见的长时间高

温对河蟹产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由于池

塘养殖面积的扩大，全国整体养蟹水平的

提高，特别是水草养护技术的发展和提

升，今年的河蟹总产量仍处于较高水平。

预计全国产量将超过 80 万吨，比去年上

涨两成。

除产量走高外，今年河蟹的整体规格

也大于去年。评审专家表示，今年河蟹的

口感和品质整体得到了提升，规格大、品

质优。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大的利好消息

是：今年的河蟹销售价格远低于去年。

此外，记者获悉，全国各地已形成各

具地方特色和水域特点的生态养蟹模式

与技术，构建了“水下森林”和“水底草

原”，一些养殖地的池塘水质指标与环境

已优于外部水源，河蟹已处水产品食品安

全等级“金字塔”最高端。

上海本土大闸蟹走俏
想吃“大长腿”要赶早

目前，全国除了西藏和海南没有养

殖，河蟹在其他省市区均已“安家”。上海

本土养殖河蟹的品质如何？参评专家、上

海海洋大学副教授王春表示：上海本土养

殖的河蟹已从以前的“追赶”，到完成“并

跑”和“超越”，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黄

浦江大闸蟹、崇明清水大闸蟹、光明集团

清水蟹、宝山湖大闸蟹等多个品牌均已在

市场上打响。

有意思的是，此次亮相大赛的上海河

蟹个个都是“大长腿”。专家介绍，这是因

为上海本地产河蟹采用良种的比例高，其

外形的美观度和整齐度较其它河蟹更

高。但上海河蟹养殖面积只有 1.4万亩，

产量 1500 吨，因此产量有限，品质好，属

于市场上的香饽饽，通常是按只卖：1只蟹

的均价在60元左右，高于外地的1斤蟹价

格，一般10月上市，11月就销售完毕。市

民想品味上海本地蟹需赶早。

1800余只河蟹角逐全国河蟹界“奥斯卡奖”
专家：今年河蟹产量高 品质好 价格走低

上周六，浦东新区环境教育基地组织
“自然笔记”课堂，带领亲子家庭走进世纪
公园，感受美好的秋日。

此次“自然笔记”课堂由浦东新区环
境教育基地主办，来自“科学玩酷——地
衣时间”工作室的导赏老师设计了新颖的
体验环节：蒙眼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学习
辨识不同种类的植物、用五彩的落叶拼出
美丽画面……在有趣的课堂上，孩子和家
长的观察力和合作力得到训练，想象力和
创造力得到释放。

图为孩子们用五彩落叶拼出美丽画

面。

□本报记者 黄静 摄影报道

“自然笔记”课堂
让孩子遇见秋天

2017年度个人住房房产税网上缴纳平台开启

付费通缴纳房产税
新增微信公众号渠道

侥幸得手后疯狂作案

浦东警方抓获
一名盗窃车内物品嫌疑人

蟹王、蟹后惊艳亮相。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今起受理
总体筹资标准提高 个人缴费标准不变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沈笑愚

今年8月以来，浦东书院派出所连续

接报多起盗窃车内物品案件。日前，嫌

疑人房某已被浦东警方擒获。据房某交

代，他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是因为遇上了

粗心、任性、不锁车门的私家车车主。

书院派出所连续接报多起盗窃车内

物品案件后，成立专门破案小组，全力开

展案件侦破。然而，经现场勘查，并没有

发现车子有被撬、砸等破坏痕迹。考虑

到国庆长假将至，嫌疑人更容易产生侥

幸心理，故派出所及时调整勤务模式，安

排精干力量深夜值守，开展视频巡逻，同

时，安排民警便衣开展伏击守候。

10月 7日凌晨 3时许，侦查员在视频

监控中发现，老芦公路丽正路口出现一

形迹可疑男子，该男子走路时贴近停在

路边的车辆，并驻足停留，便立即通知了

正在值班的社区民警胡春辉。

多日来，胡春辉从案发到受案、从回

访案件到回放监控，全程跟踪系列偷盗车

内物品案件，抓获作案对象的迫切心情使

他对可疑男子的体貌特征、衣着样式甚至

走路姿势都烂熟于心。“黑面白底的板鞋，

就是他！”经仔细比对，胡春辉发现该男子

与之前作案男子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果

断确认他就是大家寻觅已久的嫌疑对

象。胡春辉立即通知在附近巡逻伏击的

民警形成合围之势实施抓捕。此时，可疑

男子已得手一辆车内的财物。合围的民

警一举将其擒获，当场从他身上缴获其盗

窃所得的若干车内物品。

经连夜突审，嫌疑人房某交代了自

今年8月起，他在书院地区9次作案，盗窃

路边车内物品的作案事实。民警发现，

查证的案件中，有的是被害人一时疏忽

未锁车门，有的则是主观认为车里只有

一些零钱或不是特别贵重的物品，所以

没有锁车。

据房某交代，他的作案方式并没什

么“技术含量”，就是在路边逐个拉车门，

没想到真有车主忘锁车门。正是因为一

次侥幸得手，拉开了他人未上锁的车门，

才使得他屡屡作案。然而法网恢恢，疏

而不漏，现房某被浦东分局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提醒，不管短暂停车还是长时间

停车，驾驶员离开停车点时，必须关好车

窗、锁好车门，并最好在离开前拉一下车

门，确认车门是否有效上锁。驾驶员及乘

客不要在车内放置财物，以免引起违法犯

罪分子注意。有条件的情况下，驾驶员尽

量将车辆停放在正规停车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