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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以前报销医疗费都
要去政务中心医保窗口，现在在
医院就可以办了，真的很方便。”
昨天，市区参保人员黄先生深有
感触地说。

此前，黄先生因急诊住院，入
院前门诊抢救发生的900多元医
疗费用，没来得及使用医保卡刷卡
结算。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期
间，其家属到驻点医保服务站咨询
问题时，工作人员告知医院也能办
理医疗费用报销接单。家属当天
提交报销资料，4天后，报销的医疗
费用就打到了黄先生的社保卡里。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
推动医保便民惠民服务向纵深发
展，今年1月，市区医保再次延伸
窗口服务半径，将政策咨询、异地
就医转诊备案及照护保险失能、
失智评定申请受理等11项服务，
下沉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和市第
一人民医院驻点服务站办理，实
现医保业务的“院端可办、一窗多

办”，把医保服务“零距离”送到参保
患者面前。目前，医保驻医院服务
站已累计办理医疗费用报销1.9万
人次，报销金额1.42亿元，办理业
务申办4.3万人次，日接待个人信
息查询及政策咨询百余人次，极大
方便了参保患者。

6日，家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小海街道的老孙，到家门口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高血压糖尿病
用药申请，“这么快就办好了，节约
了半天时间，也少跑了很多路。”老
孙开心地对社区医生说。

这是南通医保经办服务实施多
年的便民举措。为方便城乡参保人
员就近办理医保常规业务，市医保
中心以市政务中心医保窗口为核
心，辐射延伸经办服务网络，把居民
参保业务下沉到各类学校和社区服
务平台，将常规业务和居民“两病”
申请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
转院备案和特殊病申请下沉到二级
以上定点医院，把窗口服务100%

送到市民家门口。去年以来，学校
办理学生参保登记67万人；社区办
理参保登记399万人，办理“两病”
申请6.6万人次，办理转院备案2.5
万人次。

此外，市医保中心还全面推广
网上办、掌上办，32项业务通过南
通医保APP和服务大厅实现“全市
通办”，全面构建起“网上办、就近
办、一窗办”无差异受理、同质化服
务的医保经办15分钟服务圈，使参
保人员在15分钟内随时随地办理
医保业务，真正实现了服务向前一
步、群众少跑一步，切实提升全市参
保人员在医疗保障领域“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获得感。

今年，市医保部门将在“网格
化”服务的基础上，推进“15分钟医
保服务圈”建设，在全市建设培育省
级示范点不少于3个、市级示范点
不少于 10 个，全面提升乡镇（街
道）、村（社区）医疗保障能力和水
平。 记者何家玉

就近申办 无差受理 同质服务

我市完善15分钟医保服务圈
开栏的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
出的庄严承诺。”为了这份承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市
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同心同德、克难攻坚，励精图治、
奋发作为，扎实推进“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把一个个小康指
标变成了人民群众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从今天起，本
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系列报道，记录
江海大地上奋斗圆梦的生动实践，讲述温暖人心的小康故事。

晚报讯 昨天上午，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张謇企业家学院培
训班——高端家纺产业链班正式
开班，全市高端家纺行业近百名企
业家齐聚一堂，通过集中培训的形
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
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江苏
时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重温纺织
历史，弘扬先贤伟业，探寻发展之
策，建设纺织强市。市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庄中秋出
席相关活动并讲话，要求全体学员
学习张謇的大格局，担当实业报国
新使命；学习张謇的大气魄，抢占链
式发展制高点；学习张謇的大情怀，
淬炼创新创业好品格。

纺织工业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
业之一。19世纪末，张謇先生秉持

“实业报国”理想，在家乡南通垦牧
植棉，创办企业，奠定了南通纺织业
发展的基础，开创了近代民族机器

纺织工业的先河，是中国现代纺织
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当前，南通纺
织已形成家纺、棉纺织、服装、化纤、
丝绸、印染等6大板块，成为国内纺
织业集聚度最高、门类最齐全的地
区之一，纺织业产值位居全国前列，
纺织品出口额全省第一。

培训班将采用课堂理论教学、
现场观摩学习、专家授课相结合的
形式，企业家们不仅学习《张謇实业
报国的实践与启示》《张謇的民本意
识与社会责任》等专题课程，还将前
往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等地进行
现场互动教学，全面学习张謇企业
家精神内涵，提高认识、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引领全市经济发
展新常态、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贡献
力量。

庄中秋表示，站在新发展方位，
企业家们要具备置身变局应该秉
持的战略视野、扎根实业应该保持
的超凡智慧、搏击市场应该坚持的
优秀品质三大要素，希望大家利用
好此次培训机会，传承家国情怀、
保持创造精神、恪守诚信理念、勇
担社会责任，在传承张謇精神品格
上争当表率，在助力南通跑赢现代
化新赛程中成就人生梦想、实现人
生价值。 记者刘璐

张謇企业家学院
高端家纺产业链班开班

晚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全市
长江水域禁止采砂联席会议，总
结“十三五”长江水域禁止采砂工
作，分析新形势，谋划“十四五”和
2021年工作。副市长赵闻斌出
席会议并讲话。

“十三五”期间，我市扎实推
进长江禁止采砂工作，全市禁采
形势总体可控、稳定向好。市政
府成立了长江河道禁止采砂联席
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覆

盖6个沿江县（市、区）、13个相关
职能部门，建立了情况报告、联系协
调、联合执法等一系列工作制度。
与上海、苏州、泰州签订合作协议，
形成了“两岸四地”联勤联动机制。
立案查处非法采砂 38 件，罚款
411.7万元，拆除42条采砂船的采
砂机具、拆解8条采砂船，在全省率
先实现指定停泊点采砂船清零目标。

赵闻斌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也是《长江保护法》实施的第
一年，做好今年禁止采砂工作，意义
不凡、责任重大，必须唯实惟先、善
作善成，扎实做好禁止采砂各项工
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夯实责任，
加强组织协调；要深化合作，完善

“两岸四地”联勤联动机制，形成禁
止采砂监管合力；要优化举措，注重
工作实效，抓重点、破难点、创亮点，
共同推动长江母亲河绿色、健康、可
持续发展。 记者唐佳美

我市召开全市长江水域禁止采砂联席会议

推动长江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晚报讯 昨天，第三届全国家用
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床上用品
分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通召开，标
志着又一个国家级专业技术组织落户
南通，将对全市标准化工作及家纺产
业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副市长潘建华出席大会并讲话。

全国家用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床上用品分技术委员会由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在全
国范围内负责床上用品领域的标准
化工作。其作为一家全国标准化技
术组织，直接承担着国家、行业相关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并对口联系相
应的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是参加
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的重要平台。

潘建华说，此次床上用品分技
术委员会设在南通，对我市做好今
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希望和要求，
恳请各位专家充分发挥在家纺行业
的号召力、影响力，持续关心和支持
南通家纺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将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为企业提
供更加宽松便利的营商环境、更加
完善精准的政策扶持，加快推动传
统家纺行业转型升级。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昨天，“南通革命老
区行”融媒体新闻行动启动。首
站采访了海安市李堡镇。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老区开发促进会联合组织，南通
报业、广电及革命老区所在县

（市、区）融媒体中心参与，全媒体呈
现，展示南通革命老区在党的领导
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振兴
发展的故事，为庆祝建党100周年
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李堡镇是苏中七战七捷第四战
所在地，当年华野“三打李堡”，共歼
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的地方。当
天，全媒体报道先后走进蒋庄村九
久乐农场、仲氏文史阅展之家、乡村

振兴志愿者服务工作室、杨庄智慧
农业园、杨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知行
实践馆等场所，深入采访交流，深切
感受到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的巨大
变化和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增强。

采访团还将赴如皋市江安镇、
如东县河口镇、启东市王鲍镇、通州
区东社镇、海门区悦来镇、通州湾示
范区三余镇。从下周起，各媒体将
推出“南通革命老区行”特别报道。
记者赵勇进 杨钰颖 通讯员吴晓华

晚报讯 日前，市发改委编
制印发了《南通市2021年度服务
业重点项目计划》，全市服务业重
点项目共 100 个，计划总投资
2333.5 亿 元 ，较 2020 年 上 升
56.9%；2021 年计划投资 450.4
亿元，较2020年上升18.3%，呈
现投资规模稳步增加、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市区投资突破跃升三
大特点。

投资规模上，优先选取投资
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项目纳入
2021年服务业重点项目计划。
100个项目中，计划总投资超百
亿元的项目5个、超50亿元的项
目17个，分别比2020年增加了3
个、11个；总投资10亿元（含10
亿元）以上项目64个（较2020年
增加7个），占项目总数64%；平
均单体规模 23.3 亿元，较 2020
年增加8.42亿元。

产业结构上，优先选取产业层次
高、业态领域新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
列入计划，重点聚焦高技术服务业项
目。100个项目中，生产性服务业项
目65个，其中现代物流业项目27个、
科技服务业项目12个、商务服务业项
目12个、新兴服务业项目9个、服务
外包项目3个、金融服务项目1个、两
业融合项目1个；高技术服务业项目
共有 25个，占项目总数的 25%，较
2020年提高2个百分点。

市区投资突破跃升，100个项目
中，市区项目54个，较2020年增加5
个；市区项目总投资 1425.1 亿元、
2021年计划投资262.6亿元，分别较
2020年增长 106.8%、105.2%，实现
翻番；其中海门区总投资602.6亿元，
2021年计划投资102亿元，分别占市
区的42.3%和38.8%，为市区服务业
项目投资作出重要贡献。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郁陟壹

6日，在南通都市农业公园稻
米原乡馆项目建设工地，建筑工人
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作业。

南通都市农业公园项目位于崇
川区北部，以“聚谷成仓”为主题，集
聚农业、旅游、科普联动，是南通全
市推进土地集约利用、促进高效生
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

通讯员姚建兵 记者许丛军

“南通革命老区行”融媒体新闻行动启动

全国家用纺织品标委会
床上用品分技术委员会落户南通

全市服务业重点项目计划出炉
2021年共安排重点项目100个

项目建设
紧锣密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