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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医生诊断并开具处方后，患
者通过手机确认处方，所需费用分
别从个人医保账户和金融账户中扣
除。这样的场景，在我市正成为现
实。昨日上午，社保卡金融账户移
动支付在我市正式启动，宁波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成为移动支付试点单位。不久的将
来，我市 702万医保参保人员将迎
来“一部手机搞定所有就医环节”
的时代。

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时
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医生问诊
时间短，这“三长一短”的问题一
直是求医者的“点”。市社会保险
管理局技术保障处处长俞亚东告
诉记者，截至今年 9 月，我市参
保人员在各大医院门诊结算的交
易量超过 1000 万笔，其中需要现
金支付的达到 443 万笔，由于就
医习惯等诸多问题，400 多万人次
的排队付费不但给医院收费窗口带
来了巨大压力，也使得“排队付

费”成为就医中的常态。基于这样
的现状，我市人社部门主动请缨，
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医保移动支付试
点城市。

据了解，目前我市所推进的医
保移动支付，是基于我市当前的宁
波智慧医保监管平台，借助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
通过宁波“互联网+医保”服务平
台，将银联代扣及云闪付应用叠加
在门诊线下支付和线上医保通App
支付中，可直接通过线下的社保卡

金融账户代扣功能，实现个人负担
部分的诊间结算；或通过线上的医
保通App支付功能和银联云闪付应
用，实现医保基金及个人负担部分
的移动结算支付。

市社保局副局长陈英告诉记
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医保部门还
将创造条件，支持医保移动支付用
于符合规定的互联网诊疗医保结
算。这一互联网医疗和医保的结
合，让“云端看病、指尖付款”有
望成为现实。

我市启动医保移动支付试点
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成为试点单位

昨天，位于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的国贸中心 11号馆建设项目，刚安装完成的玻
璃幕墙在蓝天下熠熠生辉。据施工单位宁波建设集团介绍，施工进度已过半，正在
进行大面积室内粉刷及幕墙施工，计划明年年底前竣工交付。

（徐文杰 杜宁 摄）

本报讯 （记者包凌雁 殷
聪 张燕 金鹭 董娜） 连日
来，我市各级政府部门纷纷召开
党员干部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市领导干部会
议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

在市发改委举行的党员干部
专题学习上，大家认为，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既要把握精
神要义，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论
断，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建设的新
要求，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大会精
神上来，又要深入学习思考，精
准谋划全局。要按照市委加快构
建“四梁八柱”的决策部署，积
极推进谋划重大平台建设。通过
倒逼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革，进一步推进“大脚板走一

线、小分队破难题”抓落实专项
行动等，着力推动破难攻坚改
革。

近日，市经信委召开党委会
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指
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学促干，
准确领会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 态 ， 加 快 推 进 “ 中 国 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深化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不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智
能经济，为宁波建设“名城名
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宁波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随着十九大代表陈霞娜走进

“交通夜党校”，市交通系统掀起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高潮。市交通
委党委要求：坚持学深悟透、入心
入脑，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坚持
学以致用、狠抓落实，在干事创新
上下功夫，并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交通强国”的要求，用改革创
新的思维和理念，谋划好明年及

“十三五”后阶段宁波交通发展新
思路，在“大湾区、大通道、大花
园”建设和“一带一路”综合试验
区建设上要排出任务书、时间表和
路线图，为“交通强国”和“名城
名都”拿出更多交通“样板”。

市科技局组织召开全体机关干
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大家认为，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学深悟
透、融会贯通，全市科技系统要
秉承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

觉用十九大精神指导实践，推进
以科技创新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实
现跨越发展。要把学习贯彻十九
大 精 神 与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建设浙东南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结合起来，带头落实好我市
科技创新各项工作部署，为“名
城名都”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市财政局 （地税局） 先后组织
召开局党委学习会和机关党员干部
大会，部署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
各项工作。大家表示，要以十九大
精神指导当前财税改革发展，在学
深学透的基础上学以致用，以十九
大精神指导和推动当前财税改革发
展，加快构建现代财政体系,努力
推进税收现代化，推动财税工作不
断实现新进步，为我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贡献财税力量。

以学促干 深化改革
加快推进“名城名都”建设
市发改委经信委交通委科技局财政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 黄 合
北仑记者站 顾霄扬
通讯员 支鸣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十
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使命。而在张人亚身
上，有着我们早期共产党员的

‘初心’。”近日，党的十九大代

表胡朝霞来到位于北仑霞浦街道
霞南村的张人亚故居。

11 月 1 日晚，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 栏目播出习近平总
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
程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的
报道，节目中有一段涉及张人亚
拼死保护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
党宣言》 中文译本的内容。“看

到这样的画面，我倍感振奋。作为
一名基层党员，更应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向张人亚这位老乡学
习，将对党的信仰和忠诚，化作自
己今后工作、学习的强大动力。”
胡朝霞说。

在故居中，胡朝霞和霞浦街道
的党员志愿者一起重温了入党誓
词，并将自己在北京中央文献书店

购买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之江新语》《知之深 爱之切》等
多本书籍，交给了“张人亚红色文
化品牌打造”项目领导小组组长、
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

“我希望革命的信仰、红船的
精神可以代代相传，让忠诚和信仰
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前赴后
继、奋斗拼搏。”胡朝霞说。

在张人亚故居重温入党“初心”

大会展 新地标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宁筱珉 张烈鑫）“政府出钱
为我们买保险，加强了保障，让
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抓业务，努力
造出好房子！”昨天下午，象山
西周镇的农村建筑工匠朱志威一
脸憨笑，对新推出的农村建筑工
匠保险连连点赞。

当天下午，市“安居宜居美
居”办公室和人保财险宁波市分
公司在象山签订合作协议，为全
市首批 176名农村工匠投保了农
村建筑工匠责任险。

据了解，农村建筑工匠保险
由市财政出资购买，为经过市住
建委培训且取得相关从业资格的

农村建筑工匠量身定制，人保财险
宁波市分公司将为工匠们提供为期
一年的全方位职业保障。保障内容
包含事故人身伤亡责任险及医疗
费、法律费用等。每名工匠最高可
获得赔偿60万元。

“这个险种创新了保险参与社
会治理的形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分
担了农村建筑工匠从业风险及第三
者责任风险，从而解决事故发生后
农房所有人无力赔偿、农村建筑工
匠亟须救助的问题。”宁波保监局
财产险监管处耿岳处长表示，将继
续鼓励和支持各保险机构业务创
新，丰富和健全保险市场体系，推
进我市保险创新示范区建设。

市 住 建 委 副 主 任 夏 海 明 表
示，将及时总结该险种的实践经
验，待时机成熟时扩大该险种的
覆盖面，使更多的农村工匠享受
到 这 一 保 险 服 务 ， 弘 扬 工 匠 精
神，助推我市“安居宜居美居”
新农村建设。

宁波首推农村建筑工匠保险
每名工匠最高可获赔60万元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邬天波） 昨日，市民族团结进
步促进会第七次代表会议闭幕。
会议选举产生了市民族团结进步
促进会第七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
会。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群
会见了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第
七届常务理事，要求新一届理事
会成员把握政治方向，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夯实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思想基础；
发挥优势特色，努力为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作贡献；坚持固本强
身，不断增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会的向心力，为助力“名城名
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会议听取了市少数民族联合会
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了《宁波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章
程》和《宁波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会选举办法》。会议强调，今后五
年，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将在

“四个着力”上下功夫：着力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共建共享民族团结
进步的美好家园；着力扩大民族团
结发展的“朋友圈”，共助共推民
族团结进步的伟大事业；着力向创
新要动力活力，共汇共聚民族团结
进步的强大合力；着力多做雪中送
炭的实事，共谱共创民族团结进步
的“宁波印记”。

钟建波当选为市民族团结进步
促进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

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
第七次代表会议闭幕

本报讯（记者董娜） 记者在
昨日举行的“‘中国PPP改革实
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培训会”上获悉，截至
目前，我市已有 38 个项目纳入
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宁波市
项目库，总投资906.55亿元。市
委常委、副市长刘长春出席会
议。

据悉，这些PPP项目分布在
文化、市政工程、交通运输、水
利建设、城镇综合开发、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等多个行业领域。
其中，进入准备阶段的项目 5
个，进入采购阶段的项目 7 个，
进入执行阶段的项目 26 个，项
目落地率为 68.42%，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33.22%。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社会资
本采购并进入执行阶段的项目 26
个，其中民营资本参与的项目 12
个，占比 46.15%，高于全国水平；非
民营资本参与的项目 14 个，占比
53.85%。以投资金额来看，上述 26
个项目总投资额为 660.15 亿元，其
中民营资本参与的项目投资金额为
182.79亿元，占比27.69%。

为加快推动社会资本实质性参
与我市PPP项目，我市组建了总规
模 250亿元的 PPP 投资基金，由市
财政出资 50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200 亿元。去年，PPP 投资基金参
与了“五路四桥”和“东部新城”
两个项目的投标，引导项目的融资
资金成本下降，较好地发挥了“资
金池”和“标尺”作用。

我市38个PPP项目入库
总投资906.55亿元，民资参与率高于全国平均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昨天下
午，副市长许亚南会见了鲁昂市
副市长弗朗斯瓦兹·赖斯科奈率
领的法国鲁昂市代表团。

许亚南对鲁昂市代表团前来
参加宁波图书馆建馆 90 周年系
列活动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双方
今后继续加强两市文化、教育、
园林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支持

两地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开展
对口交流，鼓励两地高校开展交流
与合作，继续推动宁波植物园和鲁
昂植物园对口交流，支持双方的科
研团队开展技术交流合作。

鲁昂是法国诺曼底大区的首
府，也是法国著名的港口城市和历
史文化名城。1990年3月，我市与
鲁昂市结为友好城市。

市领导会见法国客人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陈芳 胡晓华） 记者从昨天上
午举行的城区土地储备工作推进
现场会上获悉，我市优化土地储
备空间结构，首次建立“市级—
区县 （市） 级”的分级土地储备
规划编制体系，深度融合土地利
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两规合
一”，构建新“三圈三线”土地
收储格局。副市长褚银良出席会
议。

去年，宁波行政区划进行了
调整，老“三圈”80平方公里三江

片核心圈增加了原鄞州核心区52平
方公里范围，市六区圈由 2462平方
公里拓展为 3837平方公里，绕城高
速圈500平方公里范围不变。“三线”
现在变更为三江六岸沿线、轨道交
通沿线站点周边和重大城市交通道
路沿线。新“三圈三线”是市级土地
储备重点谋划的区域。

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城市化率
已超过 70%，各地要通过土地储
备，调节土地市场，促进城市中心
区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优化空
间布局，实现城市有机更新。

我市首次建立
分级土地储备规划编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