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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医保服务进入“刷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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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促发展

近年来，我市加速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
点，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培育主导
产业、特色产业，全力推进“一村一品”
发展，图为无为市泉塘镇充分利用丰
富的水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农户因地
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形成了
河蟹、荸荠和席草三大特色农业产
业。截至目前，全镇总养殖面积已达
4.8 万亩，年产优质螃蟹 4000 余吨。

记者 杨大伟 摄

4家医院、15家药店均支持

精彩活动庆七夕精彩活动庆七夕

经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政府批准，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局决定以
挂牌出让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单位：平方米、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用增价方式出让，上述挂牌地块不设
底价，按照价高者（且不低于起始价）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8
月8日至2022年8月31日（工作日）到芜湖市繁昌区政务服务管理局二楼自然
资源和规划窗口获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31日（工作日）到芜湖市繁昌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二楼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提出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8月31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符合报名条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我局将在2022
年8月31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
局；挂牌时间为2022年8月24日8时至2022年9月2日15:3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

价确定竞得人。
（二）土地开发程度：1.土地按照现状标高交付，场地平整由竞得人自行负

责；2.地下管线、地下障碍物等均由竞得人负责勘验，并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妥善
解决。

（三）出让成交款不含土地契税，建设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现行有关规定另行
缴纳。

（四）竞买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申请，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等申请方式。
（五）成交款支付方式：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按照出让文

件确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
（六）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交付土地，9个月内动工建设，建设工期

为18个月（具体以出让合同约定开、竣工日期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一）联系地址
芜湖市繁昌区政务服务管理局二楼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
（二）联系电话
1.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窗口：0553-7864230；
2.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和开发利用股：0553-7916851。
（三）联系人
查女士、强女士。
（四）开户单位
芜湖市繁昌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开 户 行：建行繁昌支行；
账 号：34001676108053004210。

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局
2022年8月4日

本报讯（记者 田龙）为贯彻省
委、省政府“暖民心行动”工作部署推
进会议精神，推动高质量就业、推进直
播行业快速发展，我市决定开展“暖民
心·促就业——芜湖市首届互联网营
销师（直播）职业技能大赛”。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芜湖市互联
网直播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全
市约有2000家直播单位，逾10万从业
人员，并且相关数字还在继续扩大增
长。为加快培养和选拔一批优秀互联
网直播营销人才，促进我市互联网营

销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提质增量；同
时通过竞赛激励相关从业人员勤学苦
练、争创一流，为创新能力强、业务技
能精、职业道德好的技能人才提供一
个展示平台，此次“职业技能大赛”应
运而生。

芜湖市首届互联网营销师（直
播）职业技能大赛将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在皖江人力资源公共职业训练
基地举行，全市将有来自不同行业
或组别的 27 名优秀选手和业务精英
参赛。

大赛竞赛总时长3.5小时，理论考
核模块 1.5 小时，网店直播模块 2 小
时，参赛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
赛内容，提前完成不加分，到达规定时
间竞赛系统自动结束。

此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
市乡村振兴局主办；由安徽商贸职
业技术学院负责承办；由安徽芜湖
技师学院、市广电新视界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中教畅享（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协办。

8 月 4 日，由镜湖区暑教办、区
教育局和范罗山街道党工委、团
工委、关工委、科大讯飞课后服务
业务部联合开展的“强国复兴有
你我 红色经典永传承”中华经典
诗文诵读比赛在育红小学拉开帷
幕，来自辖内 10 个街道的 20 名小
选手参与竞赛。活动旨在通过诵
读中华经典诗文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引导广大中小学
生始终牢记坚定不移跟党走、为
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初心和
使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记者 陈洁 摄

芜湖市首届互联网营销师（直播）职业技能大赛即将开赛

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繁自然资规告字[2022]12号

强国复兴有你我强国复兴有你我 红色经典永传承红色经典永传承

□记者 王世宁

十几年前，无为市高沟镇隆兴村
人李春磊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响应号
召走上了自谋职业之路。虽然走过弯
路、有过损失，但他发扬军人优良传
统，摸爬滚打、永不言败，终于在发展
葡萄种植上打开一片天地，并积极带
动困难村民劳动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用实际行动履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为民
服务办实事的责任担当。

扎根乡村创业，对李春磊来说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父母的支持
下，李春磊拿着家中的大部分积蓄，怀
着满腔热情建起了小型养殖场，从事
土鸡养殖。然而由于环节疏忽，不可
靠疫苗导致土鸡大量死亡，损失严
重。李春磊经受了很大打击，也深深
体会到创业艰辛。

军营教会了李春磊从不气馁。他
静下心来，总结教训，理清思路，寻找
因地制宜的创业项目。经过一段时间
调研筹备，他瞄准了鲜食葡萄市场农
产品短缺的商机，跟家人商量后，果断
筹资进行避雨种植，在既缺技术又缺
资金情况下，他先建起了2 亩大棚试
验田，开始二次创业。

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李春磊先
后前往合肥、六安等地的葡萄基地学
习种植技术。他虚心向技术人员请
教，并购买了大量农业科技书籍，有空
就学，整天奔波在田间地头，一身土一
脚泥，皮肤也晒得黝黑。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李
春磊逐渐掌握了各种葡萄栽培、防病

治虫、修剪整枝等整套技术，摸索出过
硬的种植本领。如今，李春磊由原来
的2亩试验田，发展到近25亩大棚，种
出来的葡萄品质好、信誉高，远近闻
名。

生意越来越好的同时，李春磊也
了解到村上还有部分农民因缺劳力技
术生活困难。2016年底，高沟镇公开
选拔村级后备干部，他主动参加考试，
顺利通过选拔，成了隆兴村的扶贫专
干。

熟悉扶贫工作后，李春磊主动提
出利用自家农场，为精准脱贫出力。
他与村书记协商，申请居家就业扶贫
基地，让部分有劳动力贫困户跟着自
己学技术，在家庭农场干活，按月获得
经济收益，帮助他们稳步脱贫。

2021年以来，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李春磊
还扩建了一个集荷花观赏及小龙虾垂
钓园，发展采摘、科普、垂钓等旅游休
闲产品，同时带动周边10多个低收入
家庭务工就业，人均年增加收入5000
元。下一步他还计划将家庭农场打造
成集种植、生产、旅游、服务、休闲等功
能为一体的度假目的地，和更多乡亲
结成“利益共同体”。

扎根黄土地，用心解民忧。近年
来，李春磊前后被推选为芜湖市人大
代表、无为市优秀共产党员、无为市最
美退役军人。他常说：“入党誓词我牢
记在心，看见生活困难的村民，我心里
就不是滋味。扶弱帮困并不光是政府
的事，人人应该参与。我是党员，更要
模范带头。”

本报讯（记者 陈旻）近年来，南陵
县人社局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市县深化

“放管服”改革有关决策部署，立足自
身职责，着力打造“互联网+服务”模
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南陵人社部门将权责清单压缩为
68 项、中介服务清单全部“清零”、公
共服务清单调增至 109 项，并逐项编
制了服务指南，所有事项目录及服务
指南实行公开公示。深入实施“快办
行动”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推行证明
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制，扎实推进关联事项打包办、高频事
项提速办、所有事项简便办、异地事项
跨省通办、特殊情况上门办、服务下沉
就近办，全面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
下“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
次”。

该县严格落实告知承诺制和优化
审批服务，落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
立、分立、合并、变更、终止与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2 项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优
化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审批服务。分批
取消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积极
筹建县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结合群众
需求和县域特色，积极开展育婴员、家
政服务、保健按摩、直播销售等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岗前技能培训以及奎
湖漂鱼、界山老鸭汤等徽菜师傅培训。

坚持就业优先，助推人才集聚。
南陵出台了一系列企业用工奖补及招
工引才扶持政策，持续推动“一首四
新”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村级党组
织领办各类合作社拓展劳务经济，对
推荐用工的村集体给予补助，组织专
班和小分队到外出务工人员集聚区开
展返乡就业招引。聚焦重点群体，综
合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近年
来共组织各类线上线下招聘 300 余
场，服务企业用工 7000 余户次，提供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2.7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赵丹丹 邓健）近
日，鸠江区举办“鸠地聚暖 为爱携
手”暖民心行动公益大使冠名活动，
动员企业家、新乡贤等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全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人民受益的暖民心行动长效机制。

活动现场，来自鸠江区各行各业

的60多位企业家和新乡贤代表对全区
13项暖民心行动的26个特色项目进行
冠名认捐。经过多轮举牌，藦卡机器
人、三七互娱等26家企业成功竞拍认
领暖民心特色项目冠名权。当天，活
动共募集暖民心善款244万元，将全部
用于全区暖民心行动项目开展。

舞蹈、相声、歌曲串烧、沙画展示、各类表彰……8月2日晚，一场主题为“爱在
弋江南 幸福进万家”的活动在芜湖银泰城广场举行。这也是“强国复兴有
我”——我们的节日·七夕群众主题性活动，相亲相爱的主题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
人。 记者 芮娟 文/摄

本报讯 8月4日，长江芜湖航道
处对芜湖段裕溪口水道调标改槽，共
调整7座航标，调整后的探测水深最低
达到5米，较好地满足船舶通航条件。

8 月 3 日裕溪口处航道 11112 轮
在裕溪口水道测水中发现水位偏低，
航道维护水深已不能较好地满足通航
要求，为防止水位继续下落，出现维护
水深不足等现象的发生，裕溪口航道

处及时将情况向芜湖处相关部门和领
导汇报。芜湖处高度重视，集中航道
维护专家和一线人员召开专题分析
会，分析水情变化，查看往年同期水位
记录，果断决定提前对该水域部分标
志进行调整，为行轮指明快捷安全航
道，确保过往行轮安全。据悉，8月份
进行大规模航标调整优化，在芜湖航
道处尚属首次。 甘守雷温喜民

□记者 程茜陈旻

不带卡不带钱不带手机能买药
吗？能！用医保电子凭证“刷脸”支
付。第一步“面向屏幕”，第二步“输入
手机号后四位”，第三步“凭证查询中，
凭证获取成功”，全程仅5秒，药品到
手。这是芜湖中山大药房渡春路店每
天发生的场景。

8月4日，记者从芜湖市医疗保障
局获悉，刷脸结算服务作为医保结算
的创新应用场景，发展至今，已在江城

的19家定点医药机构实现，包括4家
定点医院和15家定点药店。

这19家医疗机构，其中医院有华
师附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皖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芜湖市中医医
院、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店有芜
湖千方百剂大药房花津南路分公司/
中央城分公司/绿影店/旭日天都分公
司；安徽恒舟一家人药房东方红郡店/
银湖小区店/东方龙城店/水岸星城
店/劳动新村店/湾沚一号店；芜湖中
山大药房渡春路店/九华山路店；安徽

国惠大药房玲珑湾店；芜湖国胜大药
房黄山西路店/南瑞店。

使用医保“刷脸”服务也很简单，
开通了电子医保卡的参保人员，通过
医保电子凭证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可
以直接刷脸结算；没开通的人员在医
院现场也可以人脸录入根据提示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即可。

“刷脸”安全吗？不用担心，通过
采用“实名+实人”安全核验技术，可
以确保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使用安
全。所有医保终端设备和网络环境均

符合国家医保局安全要求，在提高就
医便捷的同时，有效杜绝了数据泄露
风险。

目前，华师附院还在打造IOT医
保刷脸模式，三端联动，以线上医保
小程序、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医
保医疗自助一体机为载体，遍及线上
线下，门诊、诊间、病区等就医场景，
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等就医流程。
未来也将本着自主自愿、适宜开展的
原则，在全市更多定点医疗机构推
广。

李春磊：退伍不褪色 振兴有担当

我们的节日·七夕

南陵“放管服”为人社服务“松绑”鸠江区举办暖民心行动公益大使冠名活动

裕溪口航道调标改槽保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