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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邹鑫） 6月
12日，中国举重协会公布中国
举重队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总
共8位队员入选，宁波运动员石
智勇（73公斤级）名列其中。

男队还包括李发彬（61公斤
级）、谌利军（67公斤级）、吕小军

（81 公斤级）。女队4人有侯志
慧（49公斤级）、廖秋云（55公斤
级）、汪周雨（87公斤级）和李雯
雯（87公斤以上级）。

据悉，中国举重队东京奥运
会参赛名单，是按照国家体育总
局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拔工作的

要求，依据《举重项目东京奥运
会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经国
家举重队教练组研究并提出名
单、选拔工作组综合评估、国家
队队委会讨论通过、举摔柔中心
办公会集体研究、报请国家体育
总局批准后，才最终确定的。

作为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
合试验区和宁波国家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建设最新实践成果，

“工惠保”目前已被纳入宁波重
大保险创新保护项目，具有普惠
性质。据了解，尤其是其癌症处
方外配药保险责任为国内同类
产品首创，对于建立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完善第三支柱保障体
系，预防职工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有着重要意义。

“工惠保”价格惠民，“工惠
保”定价分为两档缴费，50周岁
及以下每人保费68元/年；50周

岁以上每人保费168元/年。
投保“工惠保”不限年龄、不

限健康状况、不限职业工种，只要
参保了宁波基本医保的职工及家
属都可以参保，总保额每年200
万元。除了保单生效前已罹患恶
性肿瘤等六种特定疾病所产生的
医疗费用不能赔付以外，被保险
人因住院、门诊特殊病种治疗和
癌症处方外配药发生的医疗费用
可予赔付，其中社保内费用（个人
自负、个人自付、个人承担），扣除
2万元免赔额后按100%比例赔
付；社保外费用（个人自费），扣除

2万元免赔额后按75%比例赔付，
总保额每年200万元（社保内、社
保外各100万元）。

单位用工会经费为员工集
体投保，可登录宁波工会网底部

“基层工会”，进入基层工会智能
管理系统“工惠保”模块办理，也
可点击“宁波工惠保”微信公众
号“企业咨询”办理。个人可通
过“宁波工惠保”微信公众号、甬
工惠APP、宁波银行APP等端口
购买，仅需姓名、身份证号、手机
号就能实现线上便捷参保。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张慧慧

本报讯（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陈怡）
6月11日，新疆库车首例深板层角膜移
植手术，在与宁波相距4500公里的库车
市人民医院成功实施。该手术由宁波市
眼科医院院长、国内著名角膜病专家陈蔚
教授和角膜病专科主任文丰共同实施完
成，这是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宁波
市援疆指挥部、宁波市眼科医院联手启动
的“明眸追光”工程中的一例手术。

6月10日和11日两天时间，宁波市
眼科医院白内障专家组为35名患者送去
光明，做了36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年
纪最大的患者84岁，年龄最小的患者仅
5岁。

23岁的新疆姑娘小艾，右眼患有严
重的圆锥角膜，视力仅0.08。据家人介
绍，过去几年，小艾在新疆乌鲁木齐等地
辗转求医，虽然早已确诊，但当地医疗条
件有限，无法通过角膜移植手术来治疗她
的眼病。宁波市眼科医院医疗队会诊后，
为小艾制定了右眼深板层移植和左眼角
膜交联的个性化手术方案。

与传统的穿透性角膜移植相比，深板
层角膜移植几乎可以完全避免免疫排斥
反应的发生，让患者的角膜曲率和屈光状
态回到健康状态，可以做到解剖和光学上
的修复。

陈蔚教授为小艾做的角膜移植术，是
他在国际上首创的新术式，可去除病变的
角膜基质、大大减少术中的并发症，保证
深板层移植的成功率。

6月11日这天，在库车市人民医院的
病房里，3名新疆小朋友分外开心，当天是
他们接受白内障复明手术后的第一天，他
们终于能清楚地看到外面的世界了。3人
的年龄分别是5岁、6岁和7岁，都患有先
天性白内障，曾长期受视力的困扰。

本报讯（记者 范洪） 6月
25日起，全国铁路运行图即将
迎来新的调整。调图后，铁路宁
波站将新增1趟开往北京南站
的复兴号动车组。

目前，宁波到北京的高铁每
天有 6趟，覆盖早晨至下午时
段，全程最快的6小时44分钟，
最慢的7小时58分钟。一直以
来，宁波到北京虽然有高铁，车
次也算多，但与杭州（到北京最
快4小时30分钟）、上海（到北京
最快 4 小时 18 分钟）比，宁波进
京高铁全程运行时间过长，是个
不小的遗憾。

根据列车时刻，这趟调图后
新增的 G36 次，二等座票价
692.5元。下午4点05分从宁波
出发，中途仅停杭州东、溧阳、南
京南、济南西等4站，晚上9点
28分就能到达北京南站，全程
仅需5小时23分钟，这相比目前
宁波到北京的高铁压缩了80分
钟以上，将成为宁波史上最快进
京列车。

目前，宁波飞北京大兴机
场的航班全程要2个小时左右，
加上飞机停靠廊桥或摆渡车、
取行李，再算上从大兴机场到
北京市区，前前后后也要1个半

小时以上。这样算下来，如果
从宁波出发去北京，选择这趟
高铁，全程在途时间也仅比坐
飞机慢了1个来小时，如果再考
虑到航班可能延误、高铁更加
准点等因素，这趟列车的优势
就体现出来了。

同时，与之相对应，同日开
通的北京南到宁波的G35次，上
午9点56分从北京南出发，中途
仅停济南西、南京南、杭州东3
站，下午3点13分就能到达宁
波，全程仅需5小时17分钟，比
去程还快6分钟，也成了北京与
宁波间最快的高铁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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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工会经费可为职工集体投保“工惠保”
目前已赔付多起高额重大疾病

准公共服务的高额补充医疗保障产品——“工惠保”，因其重普惠、全覆盖、多保障等优势，得到政府部
门、监管机构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近日，这一保险创新项目又有新突破。6月7日，宁波市总工会正
式发文：工会经费可为职工集体投保职工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工惠保”！这意味着，这一普惠保险将进一
步为宁波广大职工筑起高额的医疗保障保护墙。

宁波“工惠保”是由宁波市
总工会、宁波市人民政府金融工
作办公室、宁波银保监局联合发
文，于2020年 9月推出的保障
职工高额医疗费用的普惠型补
充医疗保险。

自项目发布以来，得到广大
职工和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据
泰康养老保险宁波分公司介绍，
从目前的同类产品赔付统计数
据看，宁波“工惠保”的赔付率居
全省首位。从目前“工惠保”的

理赔案例来看，不乏高额重大疾
病理赔。

宁波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
陈先生最近刚收到了来自“工惠
保”的16.95万元理赔款。2020
年12月1日，陈先生因罹患重大
疾病住院治疗。他前后在宁波
市定点医院住院共产生医疗费
用25.86万元，包括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报销0.93万元，个人需
负担24.93万元。其中：社保内
个人支付0.33万元（乙类自付+

个人自负+个人承担），社保外个
人自费24.60万元（个人自费）。

经核算，最终，陈先生赔付
情况如下：社保内：个人支付
0.33 万元，未达到 2 万元免赔
额，报销金额为0；社保外：个人
自费24.60万元，可报销金额=
（24.60万-2万免赔额）×75%=
16.95万元。合计可报销：0元+
16.95 万元=16.95 万元。因有

“工惠保”的保障，最终陈先生个
人仅承担7.98万。

已赔付多起高额重大疾病

“工惠保”68元起，总保额200万元

全程5小时23分钟，中途仅停4站

宁波史上最快进京列车即将开通

在库车市人民医院病房里，做完手术不久
的3名新疆小朋友分外开心。 通讯员供图

“明眸追光”工程
跨越4500公里
首例角膜移植手术
在库车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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