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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张正才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3206231965080185X3，声 明 作

废。

▲瞿金燕遗失残疾证，证号：

32061119990223342662，声明作

废。

▲陶恩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R320395820，声明作废。

▲陶恩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R320395821，声明作废。

▲葛瑞章、葛林春遗失与南通市通

州区先锋街道办事处订立的宁启

铁路与通甲路下穿及站前广场拆

迁 合 同（协 议），编 号 ：No

000046，声明作废。

▲葛瑞章、葛林春遗失与南通市通

州区先锋街道办事处订立的先锋

街道宁启铁路与通甲路下穿铁路

地块搬迁安置购房凭证（协议），声

明作废。

▲葛瑞章、葛林春遗失与先锋街道

办事处订立的先锋镇拆迁补偿经

费结算联系单（协议），编号：No

0004394，声明作废。

▲崇川区晨点早餐店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副 本 ），证 号 ：

JY23206020039870，声明作废。

▲上海特种电线电缆（集团）启东

有限公司管理人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L3066000065101，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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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南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

发生交通事故后获得对方赔偿4
万元，又在就医时谎称是自己摔倒受
伤，在治疗和住院中获得医保报销
3.6万余元。可这“两边都捞到好处”
的美梦没有持续太久，去年 11月底，
陈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和公安联合
开展的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市医保
局基金监督处处长周斌介绍说，医保
与公安联合构建了隐瞒意外伤害原
因筛查及行刑衔接机制，并将此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办实事”的具体举措，
不断完善机制、落实责任、提升能力，
守护百姓“救命钱”。

查漏补缺，追回违规资金近2亿

基本医疗保障是实现共同富裕
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有力保障，要更好
实现医疗保障保基本的作用，必须强
化医保基金监管，严防医保基金“跑
冒滴漏”。

市医保局自成立以来，始终将维
护基金安全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通过

强化定点单位协议管理、规范行政监
督检查、开展联合检查等手段，先后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欺诈骗保
专项治理百日活动、医疗保障基金监
管“清源”行动、打击“四假”专项整治
等，并结合信用管理办法、举报奖励制
度等，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两年多
来，累计处理违法违规医药机构超
6000家次，追回违规资金超1.9亿元。

部门联动，探索守护基金新路径

“这一专项行动的成果，让我们
看到了部门联动的力量。”周斌介绍
说，今年3月，市医保局联合公安出台
《关于开展意外伤害医保住院数据定
期筛查工作的通知》，将专项行动升
级为常态化的合作机制。

根据要求，各定点医疗机构会对
意外伤害住院情况按规定进行审核
把关，并将所有意外伤害数据及时汇
总，由医保局每季度向公安机关移送一
次；公安机关将数据与报警记录等内部
数据比对后，发现有异常再反馈给医保
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今年已移送3

批次累计72066条数据，经核查发现涉
嫌骗保案件29件，目前立案12件，已追
回医保基金99959.13元。

市医保局4月移交的一条就诊记
录显示：今年 3月，薛某到医院就诊，
称自己在打扫卫生时不慎滑倒导致
受伤，并签署了承诺书，在住院手术中
享受了居民医保报销待遇。可公安进
行比对后却发现，临近日期有其与他
人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报警记录。经多
方查证，认定薛某存在提供虚假证明
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查实涉及违规
金额12233.91元。通州区医保局责令
薛某退回违规医保金额，并移送通州
区公安局处理。目前已立案。

此外，检察院、法院在办案中，如果
发现案件同时涉及第三方责任和医保
报销，则会主动提请市医保局介入，医
保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日
益密切，“部门之间信息互通，隐瞒外伤
原因骗保就很容易被发现。”周斌说。

知法守法，欺诈骗保后果很严重

“不就是撒了个谎嘛，我把钱退

回去不就完了。”医保部门在调查时
发现，不少人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撒这个谎就是典
型的以伪造、欺诈的手段来骗取医保
基金的行为，不但需要退回骗取的医
保基金，还面临 2-5倍罚款，数额较
大的，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对个人原因导致的外伤可以享
受医保待遇，但第三方原因导致外伤
的，则需按照责任划分。周斌提醒参
保人员，如果发生外伤去医院就诊要
如实告知受伤原因，如实提供证明材
料、签署承诺书，如果完全是第三方
责任，那么医疗费用应由第三方负
担，不纳入医保，“如果自己也有部分
责任，可以先自费治疗，在经司法程
序判定责任后，再到医保部门报销自
己责任的部分”。

“骗取的医保金额超过 6000元，
就构成诈骗罪。”周斌提醒参保人员
切勿贪一时的小便宜，一旦有相关的
记录，对自己的个人信用、贷款及子
女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本报记者 沈雪梅 何家玉

市医保局联合多部门共同打击隐瞒意外伤害原因骗取医保基金行为——

部门联动守护百姓“救命钱”
本报讯（记者陈嘉仪 通

讯员徐佳佳）为进一步凝聚志
愿服务力量，激发志愿服务热
情，15日，南通市“‘志’敬百年
追梦江海”志愿服务接力暨首
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在如皋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举行。

近年来，如皋抢抓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契机，以

“微笑之城 大爱如皋”志愿接
力马拉松、“志愿服务 347”主
题活动为统领，弘扬新时代雷
锋精神，凝聚广大志愿者力

量，厚植大爱文化沃土，广泛
开展扶危济困、文明引导、邻
里互助等志愿服务活动，共同
营造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
同进步的社会氛围。

在当天启动的南通市首
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上，由各地有关部门、志愿
服务组织申报的 35个项目分
成三个类别进行现场比赛。
最终，根据项目路演、答辩等
情况，每类评出优质项目 3
个，推荐参评省志交会项目
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胥宏锋
陈甜 夏敏）16日，中共南通市
委党校 2021年秋季学期中青
年干部（年轻干部）培训班在启
东市开展现场教学。

中青班学员首先来到张
謇先生当年兴建的捍海斗潮、
防坍兴垦的重要遗址——挡
浪墙，了解张謇在此创办通海
垦牧公司、建造防潮堤岸、造
福沿海百姓的事迹。接着，他
们先后观摩了华峰超纤、广汇
新能源、“2+2”码头工程等项
目建设现场，充分感受到吕四

港如火如荼的建设速度。曾
参与吕四港开发建设的中青
班六组学员胥宏锋，现场讲
述了项目建设者们从围海吹
沙、吹填造地、修建港区道
路、建造堤坝到项目建成投
产的过程。

学员们表示，要认真学习
传承张謇先生的垦牧精神，汲
取吕四港开发建设的宝贵经
验，积极投身“大通州湾建设”
火热实践，为将南通建设成为
富有江海特色的海洋中心城
市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讯（记者张水兰）近
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信保”）为南通润
邦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邦重机”）出口阿联酋的多台套
工程机械项目提供了特定合同
保险支持，合同金额超过2.4亿
欧元。

特定合同保险是中国信保
为中国出口企业提供的、承担
商务合同项下因政治风险和商
业风险导致的应收账款损失的
保险产品，可以有效帮助企业
抵御“走出去”遭遇的政治风险
和商业风险。

此次润邦重机出口的工程
机械项目为南通成套设备企业
在中东地区最大的一笔订单。

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在了
解项目信息后，主动对接企业，

就该项目出具特定合同保险保
单，保障企业在该项目下可能面
临的因政治风险或商业风险导
致无法收汇的风险；同时，建设
银行、中国银行等银团在得到中
国信保的批复后，已陆续开始向
业主开具预付款保函，且已有部
分收款。该项目的成功承接为
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进一步
开拓中东等新兴市场提振了信
心，积累了项目经验，也为企业
利用特定合同保险带动项目保
函和融资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中国信保将进一步发挥政
策性金融职能，在助力企业防
风险、促融资方面走深走实，提
振中国大型成套设备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信心，服务我省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共建，“走出
去”实现国际化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俞苏华 陆
云章 记者黄天玲）昨日，阳光
灿烂，在海门区正余镇昌盛村
的江苏诺明安全设备有限公
司两栋厂房上，一排排深蓝色
的光伏板正惬意地享受着“日
光浴”。

2019年以前，昌盛村一直
是区里的经济薄弱村，经过这
几年的产业振兴、融合发展，一
跃成为市级乡风文明先进村创
建村。在海门区委、区政府、海
门老区建设促进会、正余镇商
会等共同帮助下，昌盛村今年
获得了 35万元建设资金，并与
辖区内的诺明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占用 500平方米厂房屋面，
建设装机容量 100千瓦的光伏
设施。“这个光伏发电站项目 7
月份进入招标程序，8月开始建
设，9月 3日正式并网发电的。
项目实施以后，能为我们村直
接带来每年超 10万元的村营
收入。明年，我们将再筹建150

千瓦到 200千瓦的光伏项目，
争取获得更多收益。”昌盛村党
总支书记刘强说。

村企共建光伏发电站项
目是南通市乡村振兴重点实
施项目，今年，海门区积极鼓
励村企合作建设光伏发电站，
即企业提供屋面安装村光伏
发电站，村部以优惠市场价
10%的价格把电量输送给企
业使用。村企合作建设光伏
发电站既能让部分行政村在
不具备安装光伏设备的情况
下，也能获得“阳光福利”，又
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用电成
本，从而实现村企合作“双
赢”，建立增收长效机制。

目前，海门 15个市级乡村
振兴示范村和先进村的光伏发
电站已陆续开建，总投资达
400万元，总容量超1100千瓦，
年总收益近 90万元。预计今
年年底将全部建成，实现并网
发电。

全市首届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如皋启动
35个项目分成三个类别现场比拼

传承先贤垦牧精神
投身向海发展实践

市委党校中青班赴启东开展现场教学

中国信保特定合同保险抵御风险

助力南通成套设备企业“走出去”

享受屋顶上的“阳光福利”
海门15座村企共建光伏发电站年底建成

本报讯（通讯员黄国安 记者王
玮丽）“被告人林某犯非法制造、销售
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11日，通州湾示范区法
院院长张骥作为审判长宣读完一起
知识产权案件的判决结果后，庄严而
厚重的法槌声回响在崭新的通州湾示
范区法院知识产权巡回审判庭。这也
是通州湾示范区法院知识产权巡回审
判庭正式启用后落下的第一槌。

通州湾示范区法院成立伊始，院
党组高度重视通州湾示范区法院巡
回审判庭的建设，多次深入通州区川

姜镇中国家纺城基层一线进行实地
考察调研，和当地政府就巡回审判法
庭的选址、建设、管理等进行沟通协
调。经过多方努力，一个承载着司法
温度、设施高度智能化的巡回审判庭
在今年10月中旬全面建成。

11月 11日，通州湾示范区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张骥担任审判长组成
合议庭，在通州湾示范区法院知识产
权巡回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
人林某、陈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案。合议庭从
询问被告人开始，进行了举证质证，

听取了被告人的陈述意见。两被告
人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愿意接受
处罚，均具有悔罪表现。庭审休庭期
间，合议庭经过审慎合议后根据刑法
等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当庭宣判。

据介绍，通州湾示范区法院知识产
权巡回审判庭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川
姜镇，周边是南通地区家纺产业集群
地。该院将把涉家纺案件作为所受理
知识产权案件的重中之重，把审判开到
产业区，把司法保护送上门，让最严格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槌声响彻家纺产业
园，以司法助力家纺产业高质量发展。

司法助力家纺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州湾示范区法院知识产权巡回审判庭启用

近日，海门区余东镇富民村网格
第一“宅上党小组”的党员早早来到设
在党员李广新家客厅的“议事厅”，参
加理论学习，共商村和小组内的重要
事务。

余东镇富民村党总支有党员
126人，下设 4个网格党支部，每个网
格党支部设立两个“宅上党小组”。
村党总支书记俞新说：“今年我村的
乡村振兴、省级循环农业试点村、省
级特色田园乡村三大重点建设项
目，全部先交由‘宅上党小组’讨论，

广泛形成初步共识后，再由党员、村
民代表大会集体决策，加快了项目
建设进程。”最近，该村入选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

行政村范围大、党员分散是当前
普遍现象，如何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
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到“末梢一
米”？今年初，海门区创新农村基层党
建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区行政
村设立“宅上党小组”，将“微堡垒”建
在农户“家门口”，就近组织党员学习、

开展活动、联系群众、协调利益、发挥
作用。到目前为止，全区已设置“宅上
党小组”2500多个。

在“宅上党小组”的设置上，突出
“村落元素”。海门农村有聚宅而居的
生活习惯，“宅上党小组”以村民小组
为基本单元，由群众威信较高、熟悉村
情民情的老年党员担任党小组长，一
般利用党小组长家闲置房间、院落等，
设立党员活动室，面积在 20平方米至
60平方米，屋内挂着党旗、党徽，配有
党报党刊、红色书籍等。一个党小组

一般覆盖2至3个村民小组，联系服务
约 100户农户。村级党组织以“每月
工作提示清单”方式指导，党小组长和
党员轮流坐班“宅上党小组”，建立党
员生活会、公示承诺、谈心谈话、联系
群众等制度。

到目前为止，全区“宅上党小组”
累计举办“微党课”900余次，累计组织
9100余名党员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共
调解矛盾纠纷1300余件。

本报通讯员 刘海滢 嵇琳涵
本报记者 陈静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昨天，沪苏
通铁路推出30日定期票、20次计次票
两种新型票制产品，方便上海、苏州、
南通三地商务差旅和通勤旅客出行。

此次推出计次票和定期票新票制
产品的车站，包含了沪苏通铁路沿线的
南通、南通西、张家港、常熟、太仓、上
海、上海虹桥等所有站点。南通火车站
党总支书记缪俊杰在手机 APP铁路

12306上向记者演示了购票流程：点击
计次票定期票模块，选择沪苏通铁路
定期票或者计次票，以“定期票”为准
去下单，选择产品，有“定期票 60次/
30天”及“计次票20次/90天”两种，选
择乘车人点击已阅相关的说明，去下
单即可。

所谓计次票就是用户购买后可在
90天有效期内，乘坐 20次在沪苏通铁

路开行的列车，而定期票则是指用户购
买后可在3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60
次在沪苏通铁路开行的列车。缪俊杰
说，计次票和定期票都是专人专用的，
购买以后在下一次使用时在计次票里
核减、买票还是与之前购票一样，提前
选定好车次座位，乘车凭证也是用身份
证，计次票和定期票必须在铁路12306
里面进行购买和下订单，第三方软件不

能确保信息的准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
手续费。此次推出的新票制产品，与以
往直接购票相比，票价有一定优势，具
体的优惠幅度，根据不同发到站区分，
具体信息旅客可以通过 12306网站或
者APP查询。此外，购买定期票和计
次票的客户，如果在预订完车次以后，
行程发生改变需要在乘车前及时取消
行程，否则会产生计次的次数。

方便上海苏州南通三地旅客出行

沪苏通铁路推出新型“月票”

“微堡垒”建在农户“家门口”

海门2500个“宅上党小组”引领乡村振兴

16日，如皋市如
城街道姜桥港生态
修复工程施工现场，
村民正在垒砌生态
袋。如皋市水务部
门积极抓住有利时
机，组织施工队伍整
治河道，加强水毁工
程维修，新建水闸，
加快农村水利建设，
掀起新一轮的秋冬
水利建设热潮。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