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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门诊慢特病医保新政8月1日实施

□记者 汪潜

“做一个有温度的农民企业家”，
一直是沈巷镇新坝村居民陶文才的
人生座右铭。创业近十年，他凭一己
之力带动了村及周边近万亩的蔬菜
大棚种植产业，带领村民们走上了致
富之路。他热衷慈善公益，有他的地
方就有温暖和阳光。

尽管陶文才学历不高，但面对渴
望致富的村民们，他常扪心自问，“难
道留在家乡就不能发家致富吗？”倔
强的他决心留在农村。在各级政府
的关心支持下，陶文才走上了大棚蔬
菜种植之路，聪明好学的他很快掌握
了种植技术。

凭着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陶文
才的大棚蔬菜很快在新坝村有了
1000多亩的种植规模，并取得了不菲
的经济效益。看到陶文才种植大棚
蔬菜获得了成功，村民们也跃跃欲
试，但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更没
有销售渠道。陶文才于是主动提供
免费技术指导，甚至还借钱给部分村
民。如今，在他的帮助下，村民们都
走上了蔬菜大棚的种植之路，新坝村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之乡”。

口袋鼓起来后，陶文才没有忘记
乡亲们。他不仅带动了新坝村的产

业发展，还给了很多弱势群体就业机
会。他公司的 30 多名员工中大多是
当地低保户，甚至有的身患残疾。村
里的付义俊是一位低保户，家中有两
位卧床不起的病人，生活相当困难。
陶文才得知这一情况时，立即向他施
以援手。陶文才深知“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的道理，除了定期慰问，还
转让给他11亩田地，并帮他支付了土
地流转费。

2022 年 4 月中旬，主城区因疫情
实行了一周“静态管理”。陶文才在
新坝村选派干部的帮助下，积极组织
新坝村蔬菜种植户开创微信群社区
团购渠道，进行线上线下一体化蔬菜
销售。整个疫情期间，他们完成了总
量5万多斤的蔬菜配送和销售，开创
了新坝蔬菜销售的先河。不仅解决
了菜农蔬菜滞销的燃眉之急，还缓解
了主城区群众购菜压力，新鲜高品质
的蔬菜也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好评。

陶文才，作为新乡贤杰出代表，村
里需要集资修路建桥，他总是第一个
出钱；汛期来临他为村里提供抗洪物
资，疫情期间他多次捐款捐物、提供平
价菜……面对别人的问询，“你到底捐
了多少钱？”他总是憨厚地笑而不答。
就是这样一位永葆淳朴本色的人，成
为了农民企业家中德才兼备的典型。

陶文才陶文才：：做一个做一个““有温度有温度””的农民企业家的农民企业家
□记者 汪潜

家住沈巷镇沈巷社区水岸阳光
小区的居民许明兰，虽然只是一名普
通的农村妇女，但她用十二年的坚守
与奉献，悉心照顾着瘫痪在床的丈
夫，已成为当地佳话。

三十年前，许明兰经人介绍嫁给
了丈夫胡正红（化名），二人婚后育有
一儿一女，一家人过着让人羡慕的幸
福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意
外打破了这个家庭的美好。

2010 年 8 月，丈夫像往常一样吃
完早饭准备出门干活，突然头痛剧
烈，随之喷射状呕吐。许明兰紧急拨
打 120，等救护车来到后便转到弋矶
山医院进行救治。经医生判定，丈夫
是突发脑血栓颅内出血，经过几个小
时的抢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
被告知以后只能瘫痪在床。

家中的顶梁柱塌了，许明兰难过
得大哭了一场，但伤心过后她擦干眼
泪告诉自己不能倒下，“虽然丈夫站
不起来了，但他只要能坚强地活着，
我就永远不会放弃他。”为爱坚守的

许明兰开始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照
顾瘫痪丈夫的生活。

由于自主意识丧失，丈夫的大小
便都在床上解决，许明兰从不嫌弃，
每天帮他换洗、擦身、护理。因为长
期卧床，为了避免生褥疮，许明兰会
在每天夜里一点、三点分别定好闹
钟，准时起床给丈夫翻身拍背、按摩、
改变卧位。近几年，丈夫出现了吞咽
困难，为了保障营养跟得上，只能少
食多餐，许明兰每隔两小时就会细心
地喂一次，还省吃俭用给丈夫买蛋白
粉等补品提高免疫力。

十二年来，3000多个日夜，许明兰
从未睡过一晚整觉。丈夫在她的精心
照顾下，从未长过褥疮。房间里干干净
净，没有一丝异味。她还买了不少医
学书籍，自学康复按摩、针灸等护理知
识，每次带丈夫去医院复查时，也经常
向医务人员咨询，吃什么样的食物利
于瘫痪病人消化、上下轮椅时的注意
事项等。十二年的陪伴，让许明兰从
一名好妻子升级成护理“行家”，她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如黑夜中的烛火，温暖着身边的人。

许明兰：十余年如一日照顾瘫痪丈夫

本报讯（记者 陈旻）记者从医保
部门获悉，《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慢特病管理实施细则》最新出台，将于
今年8月1日正式实施。

“刚出台的细则以‘规范、高效、统
一’为导向，对全市基本医保门诊慢特
病的病种管理、准入认定、定点管理、
待遇保障、基金支付、经办管理、基金
监管等实施精细化管理。”市医保局待
遇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细则之下，定点医疗机构数量
设置更加合理。将城镇职工、城乡居
民门诊慢特病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统一
调整为 3 家，有效满足参保患者各级
别定点医疗机构就医需求。职工医保
门诊慢特病定点药店保持 1 家不变，
同时确定全市 11 家“双通道”药店均

作为基本医保参保患者门诊慢特病定
点药店。但需注意的是，目前我市城
乡居民医保“双通道”药店购药报销仅
限抗癌谈判药。

待遇保障上更加体现公平。一
方面，取消职工医保特殊慢性病年度
限额管理，统一按照职工医保住院政
策报销，与基本医保共用年度最高限
额 20 万元；另一方面职工医保普通
慢性病，不再区分关联病种与非关联
病种，同时患有多种普通慢性病的，
以支付限额最高的病种为基础，每增
加一个病种，按照该病种支付限额的
50%比例增加，累计不超过增加病种
中最高病种限额。

日常管理上更加科学。结合疫情
防控常态化现实状况，明确对高血压、

糖尿病等病情稳定并需要长期服用固
定药物的门诊慢特病，一次处方药量
可在遵循医嘱的条件下延长至 3 个
月，医保可实行按长期处方结算。同
时结合当前医疗机构药品“零差价”销
售的实际情况，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
特病超限额后定点医药机构承担10%
的规定，大大提升了定点医药机构收
治门诊慢特病患者的积极性。

准入退出规定更加精细。改变当
前门诊慢特病一旦认定、终身有效的
现实状况，通过“一取消一复审”建立
门诊慢特病“准入退出”机制。“一取
消”即对提供虚假材料取得门诊慢特
病认定资质的、医疗机构自查或经办
机构抽查中发现的不符合准入认定条
件的以及采用欺诈骗保等行为骗取医

保基金的人员，直接取消门诊慢特病
待遇；“一复审”即对数据筛查显示门
诊慢特病待遇享受期间连续 24 个月
（含以上）未产生与治疗慢特病有关的
医疗费用的门诊慢特病患者，纳入慢
性病鉴定复审。

在矛盾化解上，新细则显得更加
人性。比如明确对异地就医门诊慢特
病患者，在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无法
满足其用药需求的情形下，在当地“双
通道”药店购药也可按规定享受报销，
有效解决门诊慢特病异地药店购药无
法报销的问题。明确参保人员参保类
别发生变化时，门诊慢特病可直接变
更到新参保类别，起付线和报销比例
按新参保类别重新计算，无需重新申
报，方便参保人员。

近日，繁昌经济开发区，劳动者在
南添电力有限公司天然气热电联产项
目建设现场紧张有序地劳动作业。

该项目以天然气为燃料，采用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方式实现为电网提
供绿色低碳能源，并向园区其他相关
企业进行集中供热。项目投产后，预
计每年可节约标煤近10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约500吨，减少取水约300万吨，减少
灰渣、粉尘排放约10万吨。

记者 杨大伟 通讯员 肖本祥 摄

布局低碳能源布局低碳能源

市容市貌不仅体现一座城市
的外在美，更体现一座城市的文明
程度。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在前
期整治的基础上，加大老旧小区及
背街小巷、环境卫生、生态景观、城
区道路景观、便民市场及周边秩序
等领域整治力度，持续深入开展环
境整治和功能提升，市容市貌不断
优化，城市形象和品位不断提升。

市容环境整治是文明创建活
动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
时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殷切期
盼。各级各部门要以整治群众反
映强烈的城市环境薄弱地段“脏、
乱、差”现象为突破口，全面开展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市容环境集中
整治行动，力争实现城市形象更加
改观、功能更加完善、品质更加提
升和管理更加规范。细化到实际
操作中，就是要紧紧围绕测评指标
体系，找软肋、补短板、强弱项，拿
出最坚决的态度，落实最强硬的举
措，持之以恒抓好市容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持续做好私搭乱建整治、
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推动垃圾分类
等各项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好沿街
环境秩序、背街小巷、集贸市场全
方位整治及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等
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狠抓落实，
以更实举措解决问题，以更高标准
扩大成果，跑起来、抢时间、争一
流，用真真切切的变化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城区道路景观整治应从城区
的交通枢纽地段、进出城区的窗口
地段等城市节点处充分考量，打造
公共绿化景观带，以“节点绿化”推

动美丽城市建设。通过设置景石、
栽植球类植物、观赏花草及宿根花
卉等苗木，打造精品节点绿化景
观，提升城区综合景观效果。破解
夯实硬件基础和打造软件设施方
面的治理难题，将遮阴、滞尘、吸收
有害气体、降噪等生态防护功能赋
予道路景观。结合不同区段的主
题环境及现状条件，分析人行及车
行的视觉感受，形成节奏明快、色彩
变化的“一路一特色、一季一景色”
的路转景变的城市绿化景观。同时
我们每位市民也要树立“芜湖是我
家，文明靠大家”的观念，要像对待

“家事”一般重视和珍惜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及成果，形成“人人都是创建
主体、个个争当创建先锋”的浓厚氛
围。

“春有绿、夏有荫、秋有景、冬
有韵”是芜湖文明创建的城市主
题。漫步在芜湖街头，道路整洁、
车行有序；游弋于城市公园，草色
青青，碧波荡漾……市容环境整治
效果日渐凸显，凝结了广大干群的
心血和付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
文明城市创建“永远在路上”的清
醒和坚定，持续发力，全方位展现
实干作风，不断将工作做深做细做
优，相信不久的将来，美丽的江城
将更加规范有序、清新怡人、温馨
和谐！

绘就舒适美丽的城市画卷绘就舒适美丽的城市画卷
齐兵

十一届市委第二轮巡察进驻一览表

本报讯（记者 徐新山 通讯员 何
煜 陈昊）5月9日上午，国内首座“量
子+5G”10千伏智慧开关站——同丰
里开关站，在芜湖古城正式投入使用。

该开关站位于芜湖古城，2022年
1 月初开始改造，2022 年 4 月 27 日完
成建设，并初步投运。记者在现场看
到，一台纯白色的机器人“走在”电力
开关柜间，一对“大眼睛”不时望向柜
中的电缆头，在它的身后，几位供电
人员正在对开关柜设备的数据进行
分析（如图）。

据了解，近年来芜湖供电公司积
极打造“5G+智慧配网”，推进配电网
运维的数字化转型。2021 年 8 月 31
日，安徽省首条基于5G通信的配电自
动化有效覆盖线路在芜湖市顺利投
运。2022年，芜湖供电公司在“5G+智
慧配网”建设方面继续探索，主动承接
了国网安徽电力“量子+5G”智慧开关
站试点建设任务。

芜湖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葛锦

锦介绍，在配电自动化建设应用过程
中，5G通信技术的加入，有效提升了信
息数据传输的速度，也让远方遥控操作
更快速、更准确，但由于信息数据传输
途经5G公共网络，如何保障数据上传
下达的安全性，成为了专业难题，“量
子”技术的应用，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

以同丰里开关站为例，芜湖供电
公司人员为其加装了新型量子云通信
装置，采用量子云数据中心安全加密
方式，将量子云密钥的生成、分发和通
信协商机制与5G通信技术结合，在配
电自动化主站与开关站之间构筑一条
大容量、高速率、低延时的量子加密安
全隧道，实现了数据传输的防窃听、防
篡改、防攻击。

除了安全性以外，“量子+5G”通
信技术的应用也兼具经济性，相比于
采用传统光纤通信技术的配电自动化
设备，采用“量子+5G”通信技术的配
电自动化设备建设费用下降了33%，
运维费用下降了90%。

此外，芜湖供电公司人员在同丰里
开关站建设过程中，加入了智能巡检机
器人、智能物联传感器、10千伏小电流
接地选线装置等多项新技术，将其打造
为一座10千伏智慧开关站。

作为芜湖古城的重要供电设施，
同丰里开关站的建成投运，也将为正
在开展的芜湖古城旅游项目改造和芜
湖市地方文化古迹的保护工作，提供
更加可靠的电力保障。

国内首座国内首座““量子量子++55GG””智慧开关站落户芜湖古城智慧开关站落户芜湖古城

本报讯（记者 汪潜 通讯员 吴芳）
在沈巷镇螺百社区庙于村，有一座古
色古香的大礼堂，沈巷镇螺百社区庙
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在这里成立，
这也是沈巷镇重点打造的2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示范点之一。

漫步庙于村，宁静的街巷里党的
思想理论宣传随处可见，庙于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点成为理论宣传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的新阵地。这里原先是
村民自筹翻新的一间文化活动室，村
民们喜欢在这里集聚、娱乐。据螺百
社区书记张琼介绍，“群众有健身需
求，我们就在健身文化广场添置了健
身器材；群众想了解传统文化，我们
有志愿者在大礼堂举行国学优秀文
化讲座；小朋友想学书法，我们村退

休教师志愿者就在这里为孩子们免
费授课。”多举并进，旨在将庙于村文
化活动室设计成富有生命力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点，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
看得见的好处。

据了解，庙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不仅提
高了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也
拉近了社区党组织和群众的距离、邻
里之间的关系，为实现凝聚群众、引导
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文明实践
目标打下良好基础。近年来，沈巷镇
通过整合各村居党群服务中心、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礼堂、农家
书屋等公共阵地资源来搭建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让文明实践走近群众家门
口，让文明新风吹进田间地头。

螺百社区螺百社区：：乡村活动室变身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乡村活动室变身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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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改善做好百姓身边
“小事”

碧波流淌，绿树成荫，经过景观改造
的保兴垾成了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保兴垾黑臭水体是2018年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和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警示片反馈的突出问题。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现场督查，坚决要

解决这个群众身边的“老大难”问题。
“针对保兴垾水质反复的问题，

我们正在进行内源治理，对河底渠道
的淤泥进行清淤，后续还将构建水生
态，对其水质自我净化能力进行改
善；二是对岸线进行补绿，沿线景观
整体提升；第三，开展排口溯源，根据
沿河排口追溯岸上污染源，从源头治
理。”镜湖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赵仕
伟向记者介绍，目标是在今年年底

内，能保证水质稳定，保持景观水位，
明年消除劣Ⅴ类水体，中远期（2024
年底）达到Ⅳ类水体。

积跬步以至千里。办好群众关
心关切的一件件小事，最终让人们收
获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
就是芜湖向人民传达的温度。

于是我们看到，在遭遇突发疫情
时，芜湖贯彻“人民至上”理念，核酸检
测、物资配送、生产保供……与时间赛

跑，同病毒较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用
最小的影响，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在上班族为孩子接送、托管而发
愁时，我市启动放心午餐、安心午休、
爱心托管“三心”工程，为家长们解除
后顾之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老年人助
餐、医养融合、基层医疗、便民运动设
施，等等，芜湖用一个个暖心的细节，
成就为民服务大事，保障民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