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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江南名城常州正在对标一
流，积极打造文旅休闲明星城。在常
州市中吴大道上，以常州古称“中吴”
两字命名的中吴宾馆惊艳亮相，成为
常州文旅行业又一张亮丽名片。

中吴宾馆由常州市晋陵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全权委托
常州浩恩宾馆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宾馆完美融合了中国文化、江
南风情和常州元素，蕴含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

中吴宾馆位于常州市皇粮浜湿
地公园北侧，地理位置优越，周边交
通便利，毗邻京杭大运河，紧邻常州
外环高架，距高速路口约5分钟车
程，距京沪高铁站及沪宁城际站约20
分钟车程，驱车前往常州奔牛国际机
场仅需30分钟。

常州自古就有百园之城的美誉，
中吴宾馆更是以园林取胜，宾馆内的

“中吴园”传承了明代杰出园林艺术
大师计成的造园理念，充分体现了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古典园林意
趣，展现出中吴文化的独特魅力。

紫薇楼、芳菲苑、天香楼、青枫
阁、芳晖苑、玉兰苑、碧筠居七栋楼宇
如七星连珠，闪耀中吴。紫薇楼是中
吴宾馆的主楼，因“紫气汇龙城，翠微
拥中吴”而得名。紫薇楼的中庭，《龙
腾中吴》大型汉白玉浮雕，展现了常
州璀璨悠久的人文历史。门厅《中吴
形胜》大型漆画，将常州美景尽收画

中。芳菲苑以红梅为主题；天香楼之
名源于苏东坡对常州牡丹的盛赞；玉
兰苑则源于常州人对玉兰花的推崇
和喜爱……

中吴宾馆功能齐全，2个近2000
平方米的超大宴会厅、25个总面积达
3000平方米的会议室、16个中餐厅
包厢、1个零点大厅，此外还设有主题
日餐厅、全日制西餐厅、与院线同步
的3D电影院、国际标准泳池、网球

场，以及健身娱乐、商场和儿童乐园
等，可谓荟萃江南艺术、珍馐美馔和
高品质商务休闲于一堂，为国内外宾
朋带来高品质的愉悦享受。

中吴宾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宾馆
每天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贵宾和游
客，是一个宣传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
窗口，未来将把中吴宾馆打造成为常
州又一张文旅亮丽名片、一个主客共
享的城市文旅休闲会客厅。

常州中吴宾馆：打造文旅亮丽名片

百余老人自编自导自演中秋晚会、
“金婚”业主喜上央视、乒乓球比赛、山
水画教学……国庆中秋假期，金陵天泉
湖养生养老社区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给业主和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金陵饭店集团与盱眙县政府共
同打造的金陵天泉湖养生养老社区，
坐落在有“苏北九寨沟”之称的盱眙天
泉湖畔。项目占地3000亩，规划建设
面积近130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户
近3万人在此颐养天年。9月底，该项
目二期新品正式发布。在一期养老社
区运营服务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
金陵天泉湖二期规划设计全面升级，
户型设计、服务体系、智能设施将更

“适老”，揭开金陵天泉湖养老新篇章。

37+12，凸现“金陵”品牌效应

金陵饭店集团创建于1983年，这
家明星国企创造了享誉全球的“金陵
饭店模式”，“细意浓情、体验金陵”，一
直为国人津津乐道。

2008年，金陵饭店集团强力实施
公司转型升级战略，独具慧眼看中盱
眙天泉湖这片青山绿水，前瞻性地进
军养老产业，成为全国第一家产业延
伸至健康养老业的酒店集团。

12年来，金陵天泉湖受到政府高
度关注。项目连续多年被列入江苏省
重大投资计划，荣获“江苏省适老住区
省级示范项目”。

12年来，金陵天泉湖得到行业高

度认可。养老社区建设和运营服务先
后获得“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被
授予“中国康养行业领军品牌”，并连
续多年荣获“中国养老十大品牌”。“金
陵养老”跻身全国前列，树立了中国健
康养老产业品牌标杆。

12年来，金陵天泉湖受到高端人
士青睐。社区拥有优质空气、湖水、土
壤、植被等适宜养生养老的自然生态
环境，业主不仅有来自北京、上海、南
京等各大城市的居民，甚至还包括从
美国、加拿大等归国的养老人士。

“细意浓情”植入养老服务

做优做精健康养老业，是金陵饭
店集团的三大目标之一。金陵天泉湖

继承了金陵饭店“细意浓情”的理念，
不仅将适老化设计贯穿于整个建设全
过程，而且将五星级酒店精细化服务
涵盖于社区管理，形成一套具有金陵
天泉湖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标准。

在金陵天泉湖，每一栋养老公寓
都相当于一座独立的五星级酒店。公
寓内设24小时值守中庭服务台；全区
无障碍化设计，每栋均配置客梯和医
疗用电梯；采用整体单边走廊设计，户
户朝南；每栋楼间以封闭室外连廊相
连；户内通廊、卫生间、淋浴区均设置
扶手，每个功能区均考虑轮椅通行。

金陵天泉湖还以全方位的适老理
念，下功夫提高医疗设施。金陵天泉湖
金诺医院及养老院，配备专业的医生、护

理及保健团队，以医养结合运营模式为
业主提供健康管理、半护理、全护理等服
务。“互联网+健康监护平台+社区服务
平台”已成为社区智慧养老强大内核。

在规划和产品设计上，二期项目
将全面升级。比如，在一期北廊式基
础上进行优化，实现户户南北朝向；建
筑楼栋架空设计，减少湿气侵扰；将活
动空间植入楼栋，优化居住体验；大户
型卧室落地窗、小户型起居室落地窗
直接采光；增加自动喷淋及烟感报警
设备，为人们提供高品质的康养之地。

来天泉湖，做有福之人

“大美天泉湖，快乐大本营，忙得不亦
乐乎。”业主徐阿姨在微信中“炫耀”在天泉

湖的幸福生活。好风景、好服务、好邻居、
好心情，让天泉湖畔这座“不老城”活力四
射，让每一位入住业主做一个有福之人。

金陵天泉湖养生养老社区常住业主
已近600户。社区自交付入住以来充分
考虑到入住业主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

“文养结合”的全新养老模式。目前，社区
已组建近30个社团，门类广泛，诸如诗朗
诵、广场舞、书画摄影、戏曲、太极等。每
周还在俱乐部开设不同的社团活动课程，
不定期邀请专业老师对业主进行现场教
学，激发和培养老人们的兴趣爱好。同
时，通过打造“金陵红色信仰社区”，把区
域红色基因、业主的爱好特长和社区资源
有机结合，切实提高老人的生活品质，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深耕养老产业12年 “金陵品牌”跻身全国前列

10月12日一大早，今年65岁、
家住泗阳县卢集镇镇东村的崔兴文
就赶到卢集医院，“省里来了医疗专
家，我的左眼球肿胀、先天性股骨头
坏死都想请他们看看。”

“10·17”全国扶贫日前夕，江苏
省医保局组织医疗专家到泗阳县开
展义诊，宣传医保扶贫政策。卢集医
院院长魏迎祥告诉记者，以前农民参
保意识不强，有的生了病不及时医
治、酿成大病致贫返贫，而现在身体
有了毛病就会主动找医生，越来越完
善的医保政策让贫困户们有了追求
更好生活的底气。

10亿元资助困难群众免费
应保尽保

“低收入农户中因病致贫、返贫
占比高达40%左右，因病致贫、返贫
已成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
迈过的‘一道坎’。”江苏省医保局副
局长相伯伟说，江苏在对国家明确的
低保家庭人员、特困供养人员两类人
群进行重点救助的基础上，将救助对
象拓展为7类，将建档立卡低收入人
口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同时拓展重
点救助对象内涵，将“孤儿”拓展为

“困境儿童”，从而把更多困难群众纳
入救助范围。

来自省医保局的数据显示，目前
全省基本医保覆盖7848.83万人，其
中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4894.78万
人。352.5万名困难人员参保个人缴
费部分获得全额资助，资助金额达10
亿元，基本实现重点人员应保尽保。

走进卢集镇颜勒村低保户吴玉花
家，只见一面墙上贴满了11岁孙女康
念慈获得的奖状。省委扶贫工作队队
员、来自省医保局的驻村第一书记李
明告诉记者，孩子父亲因车祸去世，母
亲改嫁，她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我有心脏病、糖尿病，常年吃药干
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全靠老伴打
零工。”今年62岁、患有小儿麻痹症的
吴玉花给记者算了笔账：土地流转、务
工费加上低保，家里每年收入大概2.1
万元，她和老伴每年的医疗费大约1.7
万元，医保能报销9000元左右。

李明说，如果不是免费参保，颜
勒村好几户像吴玉花这样的家庭都
将遭遇因病返贫。

10%“封顶”减少困难群众
看病支出

参保人员都知道，医保报销主要
针对医保范围内的药品和医疗费用，
但就医时常常要支付不能报销的医
保外用药和检查，如果这部分费用过
多，患者同样不堪重负。

为刚性减轻困难群体看病负担，
江苏省医保局会同卫健、扶贫等部
门，通过采取控制目录外药品费用、
实施多重保障等措施，将低收入人口
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个人
自付费用，控制在政策范围内住院总
费用的10%以内，以此强化低收入人
口“托底保障”。

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69岁低收
入农民曹秀华，因脑出血于去年11月
24日至今年3月6日在宿迁市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先后花去医疗费用
267175 元 ，出 院 结 算 时 报 销 了
240458元，实际报销比例达90%。

宿迁建立起政府主导、商业化运
作的低收入农户大病补充保险制
度。据宿迁市医保局局长葛翔宇介
绍，从去年12月起，对低收入人口本
地住院费用个人自付比例超过10%
的部分，组织专家评审，合理部分由
大病补充保险进行兜底报销。“像曹
秀华这种情况，经过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报销195933元后，还
需自付71242元，超过了10%；通过
大病补充保险兜底，再报销 44525
元，最终自付26717元。”

“三重”保障兜住民生底线

义诊专家们当天早上8点赶到
现场时，每个摊位前都已排了至少10
人。江苏省级机关医院主任医师雷
万福告诉记者，专家团队一个早上接
待了200多名村民，患者病情主要集
中在心脑血管、糖尿病等，而这些常
见病看门诊也能医保报销了。

去年11月，江苏出台政策，明确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在二级及以下定
点医院门诊看病拿药时，其医保报销
比例不得低于50%，统筹基金最高支
付限额原则上不低于800元。

在义诊现场，70岁的卢集镇成河
村二组贫困户赵翠华告诉记者，自己
患有糖尿病，以前一年药费要花好几
千元，门诊拿药可以报销后，家里负
担明显减轻。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8月，全省

高血压、糖尿病就诊人数分别达
241.9万和103.1万，基金支出分别达
到4.2亿元和5.7亿元。除了高血压
和糖尿病，很多统筹地区已经将肺结
核、冠心病、支气管哮喘、慢性肾脏
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肝病、帕
金森病、类风湿关节炎、阿尔茨海默
病、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等作
为门诊慢性病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相伯伟表示，医保部门从组建伊
始就将医保扶贫放在重要位置，发挥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对困
难群众的“三重”报销功能，兜住民生
底线，持续在制度健全、资金保障、待
遇支撑、精准服务等方面下功夫。目
前，全省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最低报
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在此基
础上，对救助对象和农村建档立卡低
收入人口实施倾斜，报销起付线比普
通患者降低50%，报销比例比普通患
者提高5-10个百分点。全省大病保
险受益人数和基金支出从2016年的
31.51万人、14.88亿元，分别增长到
2019年的61.71万人、42.37亿元。

对包括低收入人口在内的重点
医疗救助对象，其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及其他补充
保险报销后，享受医疗救助待遇时不
设起付线、不限病种，合规医疗费用
在年度最高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
比例给予救助，资金投入由2015年
的15.67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2.1
亿元。今年上半年，共救助困难群众
481.5万人次，救助资金总额达11.2
亿元。 本报记者 黄红芳

10亿元参保补助、个人自付10%封顶

医保扶贫，阻断因病致贫返贫

13日，连云
港市连云区政协
在云山街道召开
专题协商议事
会，围绕“人居环
境整治，美丽乡
村建设，生态旅
游，共建共管”说
事议事，为建设
美丽幸福乡村献
计献策。今年以
来，该区政协已
通过协商议事解
决民生难题130
余件。

朱先明
谭 耀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上接1版 围绕目标、导向、任务、
标准、主体和督导“六个明确”，聚焦
国道、省道、县道、园区、景区，创新实
施拆旧、清乱、出新、植绿，强力推进
沿线综合环境整治，让盱眙形象更
美、环境更优、生态更好、产业更强、
百姓更富。

“园区83家企业中，已清乱出新
9家 33幢厂房。镇里计划明年在
G25长深高速盱眙段马坝匝道附近，
平整出130亩土地，种植绿化苗圃，
打造公路花海景观带。”在马坝镇经
济开发区，看着横穿园区的G25长
深高速，马坝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将沿线
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民住房条件改善
统筹谋划、统一部署、一体推进，积极
引导“三道两区”周边群众通过进城、
入镇、留村等方式，改善居住条件。

机器轰鸣、挖掘机来回穿梭，施
工人员紧张忙碌……穿过马坝镇经
济开发区，来到G205国道黄花塘镇
杨庄境内，记者看到，沿国道两侧边
坡的粮食作物、杂树和沟渠已基本
完成清理整治，沿线高炮广告也被
更新。“我们坚持整治、提升、改造同
步实施，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美化
环境、惠及民生。”盱眙县相关负责
人说。

黄花塘地理位置特殊，镇域范围
内两条高速、一条国道和两条旅游通
道均被纳入综合整治范围。各相关
单位坚持问题排查一竿到底、整治提

升一着不让，强力推动各项整治措施
精准落地。目前，全镇“三道两区”共
拆除房屋 2089 户，整治修车铺 12
处，拆除非公路标志牌30处，清除路
肩边坡非法种植10537平方米，拆除
废旧电杆28根，出新沿线广告牌93
处，更新空白板面10处。

“瞄准关键环节，突出工作重
点。”作为牵头单位，盱眙县交通运
输局负责人说，他们突出抓好“6个
3”的整治提升，即3条高速公路、3
条普通国道、3条普通省道、3条重
要县道、3个重点园区和3个等级景
区，重点打造G25长深高速盱眙段
全线、S49新扬高速黄花塘至城区
段、G205山深线盱眙全线、G344盱
马段等道路沿线综合环境，让本地
居民和外地游客在盱眙主要道路、
景区园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

“三道两区”综合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以点带线、以线扩面，形成了全
县整体推进的良好成效。目前已迁
移或遮挡散乱坟墓2726处；清除无
序市场81处，清除路肩边坡非法种植
7.69万平方米；出新建筑立面8.19万
平方米，整治沟渠、河塘35.18万平方
米；种植绿化苗木2.64万平方米，全
县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面貌大为改
观，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盱
眙”，正变得更加具体可感。

本报通讯员 田 敏 周 莹
本报记者 蔡志明

▶上接1版 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目
标，整合农业、林业、国土等多部门项
目，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同步治理污
水、垃圾、厕所、沟道和面源污染。

小流域虽然小，却承载着附近居
民休闲、垂钓、游泳等亲水需求。“有
河要有水，有水要有鱼，有鱼要有草，
下河能游泳。”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
环境处处长潘羽忠表示，在提升小水
系“颜值”方面，要让断流的河流逐步
恢复生态流量，生态功能遭到破坏的
河湖逐步恢复水生动植物，形成良好
的生态系统，对居民生活周边的一些
水体，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不断
满足居民的亲水需求。

提档升级，公路环境赏心悦目

“宁杭高速是我走过的最漂亮公
路！”国庆假期，南京市民李刚带着一家
人自驾去溧阳短途旅行，驱车行驶在宁
杭高速上，沿线田园山水风光宜人。

宁杭高速从设计之初，就定位为
省内首条“生态、环保、景观、旅游”高
速。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景观提升上，宁杭
公司先后清理高速公路路域内的杂
树，补植主题花木，增加开花、色叶树
种，梳理景观层次，一路显山露水，展
现田园丘陵风光。

位于沪宁高速公路阳澄湖畔的
阳澄湖服务区，打造繁华的枕水古
街、精致的苏式园林，将江南水乡小
桥流水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迈
进服务区的一刹那，可能会觉得到了
周庄。”有车主这样表示。

江苏14.2万公里的农村公路同
样风光无限。

国庆假期，镇江的“句容福道”引
来许多游客打卡。该线路围绕“农村
公路+生态”融合发展理念打造而
成，途经方山生态园、李塔水库及各
类休闲旅游庄园，沿线山水相依，令
人流连忘返。

“每个地方自然禀赋不同，规划设
计的定位各异，如今已逐渐打造出各
自的品牌。”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无锡“美好
锡山”农路品牌——胶阳路，与自然地
貌、山势、水体紧密结合，实现“农村公
路+生态”融合发展，全线地形优美起
伏，形成色彩斑斓的绿色景观廊道。
徐州“畅美铜山”农路品牌——徐汉
线，沿线途经徐州乐园、玉带水街休闲
街区、花田花海、月亮湾田园综合体，
一路都是景观。苏州“吴韵匠心”农路
品牌——环太湖旅游线，北起光福，
经太湖大桥，绕金庭诸岛一圈，折返
经过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至东山镇，
沿线分布太湖72峰48岛，山水风景

绝佳。
近年来，江苏大力实施农村公路

提档升级工程，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
公路“一县一品牌、一区一特色”创建
活动，建成一大批环境美、服务优的农
村公路。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到2022年，全省将高质量建成具
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全域美丽农村路，
基本实现乡乡都有美丽农村路。

提升景观，铁路沿途皆风景

出行不仅仅为了“抵达”，还可沿
途观光。

沪苏通铁路是一条典型的“绿色
之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人士介绍，沪苏通铁路建设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施工中尽量少扰动
环境，能避开的树木坚决不搬迁，河
流水系下穿铁路时建造涵洞，确保原
有水系畅通无阻。同时，大力实施路
基、站区、生产生活区绿化工程，确保
铁路沿线三季有花、四季常绿、乔灌
结合、错落有致。特别是针对昆山天
福国家湿地公园，在设计和施工中制
订详细的保护方案，建成湿地景观
带，实现铁路与自然融为一体。

围绕打造“一站一景”，一个个高
铁站正成为别样的地域名片、城市客
厅、文化地标。

南通西站整体造型以“鸥翔江
海，腾飞天地”为主题，展现江海交汇
处的波澜壮阔、云卷云舒，体现南通
西站通江达海、展翅高飞的形象。张
家港站立足港城长江文化，将船舵、
浪花雕刻其中。太仓站为彰显郑和
文化，将宝船、船桨等元素融入内装，
寓意巨轮乘风破浪。

北边是京沪高铁，南边是沪宁城
际，在这两道高铁线路中间，一条4.5
公里的生态长廊——昆山星溪高铁
公园正焕发生机。它不仅让高铁成
为流动的风景，也让废地变成宝地。
原先这里是散乱的工厂、店铺，后来
变为居民休闲健身场所。附近居民
感触尤深，家门口建起高铁公园后，

“高铁房”成了“景观房”。
今年底计划开通的连镇铁路淮

镇段和连徐高铁，正围绕打造环境优
美的铁路生态长廊加快施工。连镇
铁路淮镇段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乡
土树种、彩色树种、常绿树种，建设立
体多彩廊道，确保树有高度、林有厚
度、四季有景。连徐高铁正聚焦村容
村貌、房容房貌、田容田貌、河容河貌
等，进行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努
力把铁路沿线打造成整洁、畅通、亮
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朱 璇 吴 琼
梅剑飞

精细规划，塑造城乡生产生活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