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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病买药再也不用怕忘带医保卡

了，拿着手机，医保二维码到哪都能扫。”家

住长春市朝阳区硅谷街道超强社区的郭女

士，刚刚在家门口的医保定点药店买了几盒

常用药，她口中的“医保二维码”就是由国家

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签发的医保电子凭证，是

参保人员办理医保线上业务的唯一身份凭

证。

医保电子凭证的使用，让百姓真切地感

受到了医保从“卡时代”迈入“码时代”的方便

与快捷。截至今年5月6日，我省已有757.9

万名参保人员激活了医保电子凭证，实现了

在医保定点医院和药店的刷码结算。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作为重要的民生

部门，省医疗保障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好“加减乘除”，办好民

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优化服务做“加法”，群众少跑腿

从医保电子凭证到“微矩阵”平台，在

便民服务方面省医疗保障局下真功、出实

招。有了医保电子凭证，群众省去了忘带

医保卡还要跑腿的麻烦。在微信公众号上

开设“微矩阵”平台，群众查询当地定点服

务机构的位置、药品目录、诊疗目录等详细

信息，真正做到了打开手机一目了然，点开

地图，开通区域一键查询，从前那种“跑断

腿”办事、“磨破嘴”咨询的情况一去不复返

了。

以往，群众在异地就医时最头疼的就是

报销。参保人员需要先自行垫付医疗费用，

报销时要拿着相关票据和材料回到参保地办

理报销手续，费时费力效率低。

现在，我省实行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全省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参

保人员可在全省11个统筹区就近选择医保

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经就诊医疗机构备

案核定后即可直接结算，群众再也不用先垫

付后报销了。

“报销方便多了，不用两地来回跑了，在

外打工也不怕买药看病了。”白山市的吕先生

刚刚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窗口，办完出院结算手续。不仅异地就医住

院可以即时结算，今年2月1日起，我省异地

就医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也开始了试运

行。目前，已实现结算1.1万余人次，医保报

销222万余元。

以人为本做“减法”，群众办得快

去年9月22日，家住前郭县的李女士在

当地县医院完成了一次住院结算。但让她至

今感到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纷繁复杂的费用

明细和结算过程都清晰地体现在一张机打结

算票据上，而且完成住院费用的结算，她也只

去了一个窗口跑了一次。

“真没想到报销一个窗口就全都解决

了，而且全部结算费用只有一张单子，上面

白纸黑字看得清楚，自己的钱花在哪了心里

明白。”作为建卡立档的贫困人口，李女士去

年当次发生医药费用总额8101.53元，其中

甲类费用3084.3元、乙类费用4949.33元、

丙类费用67.9元。经结算，基本医保支付

4997.09元、大病保险支付23.75元、医疗救

助支付 1058.04 元、大病兜底支付 1212.5

元，最终个人支付 810.15 元，报销比例达

90%。

2018年10月以来，我省医保系统推行贫

困人口医疗费用“三个一”的经办服务机制，

通过整合全省城乡居民信息系统和民政救助

系统，简化医保费用报销流程，进一步提升待

遇审核结算功能和工作效率，为贫困人口提

供“一站式”服务；积极协调商业保险机构进

驻定点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窗口，

实行联合办公，建立“一窗口”办理模式；打通

政策壁垒，统一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大病兜底保障报销系统，加强信息共

享、数据互通，在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了“一单

制”结算，即“一窗口办理、一站式服务、一单

制结算”。

“三个一”经办服务机制的推广为我省群

众医保办事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把方便

快捷带给了群众，让群众真正实现办得好、看

得清。

待遇保障做“乘法”，群众得实惠

近年来，长春市、吉林市先后探索建立了

舒缓疗护（临终关怀）制度保障模式，让2400

余名疾病终末期患者的生命在尊严、舒适、微

笑中谢幕，让患者与家属都感受到了来自医

保的温暖与关怀。临终关怀，不仅缓解了疾

病终末期患者病痛，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而且

减轻了患者及家属负担。

我省医保系统在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障机制工作中，始终关注疾病终末期患者

的医疗保障问题。2015年，全省推进城镇

医疗保险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鼓励省内有

条件的统筹区结合实际，探索建立舒缓疗护

制度。 （下转第四版）

巧用“加减乘除”惠及“东西南北”
—— 我 省 医 保 便 民 服 务 记 事

本报记者 栾哲 何泽溟

本报6月21日讯（记者陈沫）
今天上午，省委召开吉林省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筑牢生态屏障 践

行绿色发展”专场，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单位负

责人分别进行主旨发布并答记者

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与建制镇生

活污水处理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省着力从建立技术

支撑体系、运行管护体系和监督管

理体系入手，通过政策引导、搭建平

台、整合资源、督导通报、强化举措

等方式，两项工作成效显著。截至

目前，全省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发生

了质的变化。截至2020年底，建成

128个镇的污水处理设施，总投资

达63亿元，建设配套管网1121公

里，总计日处理污水40万吨。

生态是最大的财富，绿水青山

黑土地是我省最大的优势。近年

来，我省构建起“两屏两廊”生态安

全格局，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打

造“大美吉林”魅力空间，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基本完成；以东部水

源涵养功能区、中东部生物多样性

功能区、中部水土保持功能区、西部

防风固沙功能区为主体，划定我省

生态保护红线；积极谋划推动长白

山、辽河、查干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目前已完成国家15

项绩效指标；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

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开启了我省“政

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

化运作”的矿山修复新模式。

“十三五”时期，全省各地各部

门全方位全领域加强生态环保工

作，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高效

推进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监管，着力构建环境治理

体系，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取得显著

成效，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高水平。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89.8%，PM2.5浓度降至31微

克，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3.3%，劣Ⅴ类水体全

面消除，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生态状况稳定向好。

“十三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造林绿化945万亩，森林

抚育1830万亩，沙化土地治理166.7万亩，草原修复350万

亩，修复退化湿地67.5万亩，完成退耕还湿6.3万亩，建设

水源涵养林12.94万亩；全面落实天保二期和天然林停发政

策，全省9400多万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全省国有林场改

革成效初显，初步实现保生态、保民生改革目标；编制完成

全省保护地调整预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取得新进展；林

业产业转型进度加快，特色产业规模逐年增大，绿色富省、

绿色惠民取得新成果；截至2020年，全省实现连续40年无

重大森林火灾，在全国继续保持标杆地位；野生东北虎、豹

由2014年27只、42只，分别增长到现在的37只、48只，野生

动植物保护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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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作风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
要注重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下功夫、用狠劲，
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紧紧抓住开展“作风建设年”契机，统筹推

进，完善举措，不断巩固扩大作风建设成果，
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走好，树立干事创业
新风正气，营造比学赶超良好氛围，加快推动

“十四五”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以学促改，厚培作风建设思想基础。抓

作风必须首先从思想抓起、从思想改起。要
充分利用党史学习教育的契机，筑牢初心和
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作风，强化纪
律意识，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要立足吉

林现实，持续不断地解放思想，把集聚人才、
激活动力作为当务之急，把为民办事、服务企
业作为当务之需，把艰苦奋斗、拼搏进取作为
当务之要，把放开思路、深谋发展作为当务之
法，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一往无
前，以过硬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
形象、赢得民心。

统筹推进，确保作风建设落地见效。最
好的作风，就是以任务和问题为导向，踏踏实

实干事，在勇于攻坚克难中有效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要有“闻过则喜”的态度，不回避矛
盾，不推脱问题，不怕麻烦，不怕吃亏，勇于干
事、管事、揽事，把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解决彻
底。把涉及全局的大事一件一件干好，尤其
是重大项目，要建立工作机制、强化专班推
进，确保早落地、早建成、早达产、早见效。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补短板、堵漏洞、防
风险、促发展，也是对干部作风最现实的检
验，既坚决防范打击各种潜在风险，又要保
民生、保运转、保项目。要进一步提高服务
企业水平，要让群众、基层、企业和市场主体
感受到作风转变带来的新变化、新服务。领
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建立“亲”“清”政商
关系，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打造优良
环境。 （下转第二版）

统筹推进 完善举措 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走好
本报评论员

近年来，梨树县积极
引导并帮助企业拓展市
场，协调推动金融机构扩
大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
目信贷投放规模，促进企
业茁壮成长，拉动工业经
济快速发展。图为四平
耘垦牧业有限公司加工
车间。

常中敏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 实习生秦雨晨）记者从长春海关获

悉，今年前5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54.7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9.4%，增速较全国进出口增速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41.2 亿元，增长 21.2%；进口

513.5亿元，增长31.8%。5月份当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

126.1亿元，增长34.4%。其中，出口26.7亿元，增长27.2%；

进口99.4亿元，增长36.5%。

前5个月我省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增长29.4%

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 实习生冯荟
羽）道路宽阔笔直、纵横交错，厂房错落有致、

大气美观，绿化带浓绿青翠、延展铺陈……日

前，记者走进正在建设的中新（吉林）食品区

创新创业产业孵化基地，看见部分厂房前挖

掘机正在平整土地，工人在厂房内铺设地面，

整个项目预计2022年5月全部交付使用。

该项目位于长吉一体化重要的中间节点

中新吉林食品区（永吉县岔路河镇），由吉林

中新食品区华兴资产运营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分三期进行，总投资5.5亿元，占

地26万平方米。

“去年12月，前两期项目已全部建成并

交付使用。第三期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计

划建设15栋标准化厂房和1栋宿舍综合楼，

其中13栋厂房已经达到封闭状态。”项目负

责人丛洋介绍道。

据了解，该项目旨在发挥中新吉林食品

区产业集聚效应，为企业提供创业、技术研

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

平台，加速形成三产融合的产业集群，延伸产

业链条，促进二产加工业与农业、科技和商务

服务协同发展，打造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产

业协同发展先行区示范项目。

“园区政策好，给了我们很大便利，入园

手续有专人领办、代办，有什么问题基地还提

供咨询服务。企业不但可以轻资产入驻基

地，减少大量前期资金投入，还能节省两年建

设时间。”吉林市圣富源饮料有限公司厂长助

理王宝池对记者说。企业去年底入驻基地，

今年3月投产运营。现在一天的饮用水产量

达到46万瓶，销售市场也在逐步扩大。

吉林安心良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

琴表示：“园区给企业的扶持政策比较多，尤

其是‘三免两减半’政策，前三年不收房费，后

两年减半收取，为企业省了很大一笔资金。

希望能有更多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链，

相互配套，共同发展。”目前，基地企业入驻率

达到92％，其中，安心良品食品有限公司等4

户企业已正式投产。

加快项目建设 优化园区服务
中新（吉林）食品区双创孵化基地企业入驻率达92%

习近平向伊朗当选总统莱希致贺电

习近平同刚果（布）总统萨苏通电话

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

习近平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通电话

（均见第三版）

云 南 北 移 亚 洲 象 群
从 峨 山 县 重 回 易 门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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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复 兴 的 坚 强 核 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领航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