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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全面小康•市场监管在行动⑤

“机构改革以来，我们面临着职能
任务激增与监管力量偏少、监管要求提
高与专业素质偏弱的双重现实矛盾，传
统的监管方式方法与手段已经不能满
足于现代市场监管的需求。”南通市通
州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丁锦同说。

为走出制约基层活力的困境，近年
来该局探索信息化监管，创新建成“一中
心两平台”信息化惠民工程，建成并投入
应用全省首家实体运行的信息化智慧监
管指挥中心，形成了“情报引领监管、研判
指导执法”市场监管导向。8月4日，江苏

“决胜全面小康·市场监管在行动”主题
宣传活动走进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兴仁分
局，看智慧监管模式，如何让群众和企业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再升级”。

“天网”恢恢，让违规操作无所遁形

“这是我们通过实时监控抓取到的
一个场景，起重机械在下吊货物时，有工
人挂在货物上做起引体向上。”在兴仁分
局指挥室，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特设科副
科长成辉正指着显示屏上播放的视频，
逐一点明画面上的操作错在何处。

记录下这些违规操作的，是“天
网工程”。兴仁是通州区工业大镇，
起重机械种类、数量较多，目前在用
的起重机械达900余台。为了提高对
特种设备的隐患排查和安全管理能
力，今年3月，兴仁分局率先建成全省

首家信息化监管指挥室，实施“天网
工程”，构建“人防、技防、设施防”三
位一体的防控体系，将34家特设单位
共61个监控设备纳入视频体系，成为
通州区2020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天网’建成后，才发现没有员
工做不出的违规操作，只有我们想不
到的安全隐患。比如把搬运车辆当
云梯、顺风车、观光缆车使用等。”成
辉说，这比在现场看到的隐患多了许
多，就特种设备而言，进行现场监管
时，设备往往处于“停工”状态，监管
人 员 只 能 查 看 设 备 本 体 是 否 损 坏
等。有了“天网”，就能及时发现并督
促企业整改特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安全隐患，还可通过视频回
放、摄像头 360 度旋转，实现信息主
导、防控实时、预防为先的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

截至目前，“天网”共发现隐患
593件，发出指令136条，发送短信411
条，问题整改闭环100%。与此同时，由
于监控拍摄到许多“出人意料”的违规
操作，“天网”隐患类型库增加了30项
不同风险等级的设备，还对各类设备进
行了风险等级分析，使监管更加精准。

“企业家之家”，让数据替企业跑路

为精准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实现减
负增效，兴仁分局坚持让企业少走路，让
数据多走路，2019年率先在全系统推广
使用“企业家之家”高质量发展网上服务
平台。据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兴仁分局局
长陆莹介绍，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南、
网上办事、网上查询、投诉举报、你点我
应、企业评价等便捷高效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服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疫情防控期间，某食堂向“企业家之

家”服务平台求助，想申请一张食品经营
许可证，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进行检查，发现该食堂的硬件
都符合条件，不需要大规模整改，当天就
发了证书。“从网络受理申请、远程视频核
查到许可发证仅用了1小时，保障了企业
及时高效复工。”陆莹说，分局在4天内共
为86家企业复产提供了服务和帮助，为

企业快速投入生产按下了快进键。
截至目前，通州区全区实体企业，已有

7237家企业登录使用，平台全区经济贡献
百强企业均已登录使用“企业家之家”服务平
台。平台投入使用后，已收到企业所提问题
1121条，其中解决咨询类问题653条，办理
类问题468条，均已办结完毕;开展银企对
接活动18场次，助企融资109件，合计17.6
亿元。组织企业质量管理、标准研制、知识产
权管理、商标培育等培训活动36场次。

“我们收到企业评价数1131条，基
本都是5分好评。”丁锦同表示，今年5
月，兴仁分局以党建创新为契机，与村
居签署党建共建合约，成为全区首家将

“企业家之家”服务下沉社区的单位。

快检窗口，让“舌尖”安全有保障

兴仁镇地处南通市区与通州城区接合
部，食品生产经营小作坊数量多、散乱差。
为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兴仁分局设
立快检窗口，为公众提供免费检测服务。

“如果哪里需要检测，我们工作人员能
够随时拎着快检箱前往现场，像粉丝中有
没有添加剂、包子油条里明矾含量是否超
标等都可以很快检测出来，一般一种食物
的检测大概需要十几分钟。此外，快检结

果也会录入到我局的信息化监管平台
中。”陆莹说，在最近一次中考中，我们在就
餐点开展了29批次的食品快检，为考生用
餐安全保驾护航。2020年以来，我们累计
组织快检552批次，法检不合格12批次。

同时，兴仁分局在破解监管难题上
进行了突破。分局通过调研采取分层
治理手段，关停淘汰一批、整改规范一
批、提质改造一批，形成了小作坊规范
兴仁经验，获评南通市食品监管和创新
工作优秀课题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
小作坊经营人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差，分
局筛选出优质的小作坊，扶持他们走得
更好，并对贫困家庭进行结对帮扶。

针对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兴仁
分局加强社会共治，创设食安联创区网
络，发动村居协管员、信息员一起动态监
管农家宴。近年来，先后备案评估农家
宴 1797 起，保障安全就餐近 30 万人
次。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第三
方满意度调查时，群众对分局高度认可。

“创新永无止境，服务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丁锦同说，下一步，通州
区市场监管局将以各个服务平台为
抓手，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实
际问题，服务通州更多的企业做大做
强，为更多企业提供精准化、一站式
的服务，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探索信息化智慧监管，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调查显示，中国约90%的老年人
患有慢性病，例如高血压、冠心病、糖
尿病等，这些常见慢性疾病的治疗增
加了老年人的生活负担，影响了生活
质量。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门诊用药
纳入医保。如今，该政策已经惠及全
国 3 亿患者。在江苏，除了高血压、
糖尿病，越来越多常见慢性病的用药
纳入门诊报销范围。

【咱爸咱妈说】
如果没有医保，
医药费承受不了

10 月 21 日晌午，秋雨稍歇。家
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凤翔山庄的郦建
平夫妇收拾妥当，便向郊区的江宁佘
村进发。“老伴喜欢旅游，但身体不好
不能出远门，一有空我们就到南京周
边走走”“这个季节可以去江宁的银
杏湖、大塘金，溧水的梦华苑、句容的
千华古村⋯⋯”72岁的郦建平一口气
报出一串常去的景点。

“现在日子好了，我们要珍惜生

活、享受生活。”71岁的妻子陈秀兰笑
着回应老伴。

眼前的陈奶奶面色红润、笑容可
掬，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做过脑梗塞、
冠心病手术，患有慢性胃炎、骨质疏
松，需要常年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

在出门的必备品中，除了水和点
心，郦建平随身带了一个小包，里面
有速效救心丸、甲钴胺片等 5 盒药，
还有陈奶奶的医保卡、身份证。“这
是她一天三顿必须要吃的药，带着
医保卡是怕万一身体不舒服可以随
时去医院⋯⋯”郦建平的言语中满是
关爱。

“我和老伴小时候是隔堵墙的邻
居，打小就合得来。他心细，我 2008
年突发脑梗塞住院，2010 年冠心病
做手术，都是他照顾。以前他不会做
饭，我生病后，家里做饭打扫卫生都
是他。”

谈及老伴，陈奶奶一脸的幸福。
陈秀兰说，如果没有医保报销政策，
仅靠两人的退休金承受不了每年高
昂的医药费；如果不是老伴几十年如
一日的陪伴照顾，自己活不到今天。

【心愿达成度】

办了“门慢”，看病负担轻多了
陈秀兰家在二楼，两室一厅的房

子面积不大但布置温馨。最引人瞩
目的，是陈奶奶卧室门边一排六层搁
物架，上面摆满各种各样的药品，就
像一个小药房。“这搁物架是老伴专
门为我打的。”陈奶奶说，自己每天要
吃多种药，但有时药品随手摆放常常
找不到，现在有了搁物架加上门背后
两 个 储 物 篮 ，要 吃 什 么 药 一 目 了
然。“这个治头疼的，这几种治脑梗
塞的，这个是治盗汗的，这些是夏天
常用的⋯⋯”陈秀兰熟练地介绍着每
一种药物的用法，俨然半个医生。

2008年儿子车祸住院，在照顾儿
子期间，陈奶奶突发脑梗，几乎掏空了
家里的积蓄。为贴补家用，病后的陈
秀兰甚至开起了马自达。2010年，陈
秀兰又查出冠心病，住院半个多月。

出院后，陈秀兰到医保部门办了
冠心病和脑梗塞后遗症两个门诊慢
性病医保病种。“办了门慢后，药费负
担轻多了。”陈秀兰说，这两种病都可
以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药。门慢
的起付线以前是每年800元，70岁以
后是每年 600 元，如今自己每个月的
药费在 270 元左右，超过部分医保报
销95%、个人承担5%，能承受得起。

“现在国家的医保政策越来越
好，每年还有一次免费体检。但自己

患病种类太多，有的病还没有进入门
慢保障范围，每年看病开支在 5000
元左右。”陈秀兰说。

【愿景路径】
“门慢”扩容、大病救助，
幸福生活添底气

“看病贵”，被称为民生之痛。如
今，更多常见慢性病门诊纳入医保，

“看病贵”得到有效缓解。以南京为
例，目前纳入门慢报销的有高血压、
心绞痛、慢性支气管炎、癫痫等 41 个
病种，对于退休人员，特别是 70 岁以
上老人，还在起付线、报销比例上分
别给予倾斜。

大重病患者的医疗救助和大病
保险政策更加完善。在南京，参保人
员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发生的超过基
本医保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
用，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可报销95%的
住院费；职工医保住院和门诊特定项
目医疗费用，在正常报销后个人自付
超过2万元的，可享受不低于60%的大
病保险待遇，且没有最高支付限额。

江苏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连续
16年提高，也增加了老人们追求幸福
生活的底气。陈奶奶 1999 年退休时
退休金只有 400 多元，如今每月可以
拿 到 3691 元 ，郦 建 平 的 退 休 金 是
3800 多元。陈奶奶说，退休金两人
过日子够了！

本报记者 黄红芳

越来越多常见病用药纳入门诊报销范围 ——

“ 看 病 负 担 现 在 轻 多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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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咱爸咱妈说咱爸咱妈说

本报讯 今年以来，盐城市大丰
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论
述，开展“信访事项规范化办理提升
年”活动，创新推进“五全工作法”，
实现信访问题快速受理、高效办理，
不断提升信访事项一次性办结率和
群众满意率。

“五全工作法”包括全口径受理、

全流程提速、全要素规范、全覆盖包
案和全方位跟进 5 个方面。全口径
受理从有利于信访问题化解、压实主
体单位责任的角度出发，大胆放宽信
访问题的受理范畴。除有诉讼仲裁、
行政复议文书的或已进入信访程序
的，其余问题一律受理，确保没有进
入相应法律程序的问题都进入信访
程序。全流程提速即全面压缩信访

件受理、办理、答复的时限，精准量化
时限要求。明确规定：一般性信访事
项 1 天内告知去向，3 天内决定是否
受理，一般问题 7 天内解决、14 天内
给予答复，疑难信访事项答复时间不
超过 30 天。全要素规范指严格按照
省、市有关文件要求，规范答复文本、
闭环流程、阳光系统录入各个要件。
全覆盖包案指不管初信初访还是信

访积案，全部落实领导包案。对国
家、省交办督办的信访件全部由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包案。市级交办
的信访件全部由处级领导包案。区
级交办的问题全部落实责任单位的
主要负责同志包案。初信初访全部
明确责任单位的班子成员包案。全
方位跟进即强化首接负责制，突出

“首接”和“负责”两个环节，确保来访
事项有人接待、有人办理、有人督办、
有人落实，直至案结事了，让群众少
跑腿。

通过以上措施，大丰区信访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1-9 月份，全区初信
初访一次性化解率达94%，群众满意
率达99.12%。 （葛玉贵）

创新推进“五全工作法”

大丰区初信初访办理提质增效

▶上接 1 版 标本兼治环境污染，举
全省之力向长江生态环境透支问题
宣战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

突出问题导向，我省建立发现问
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的常态机制，
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打好问题整改
的主动仗、进攻仗，在遏制增量、化解
存量上下功夫、见成效。近 3 年来，
我省先后制作两期省级生态环境警
示片，主动披露36项问题；发动地方
自查发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68 项，
把全国人大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反
映的5项问题、国家长江办“回头看”
移交的 2 项问题、中央媒体曝光的 3
项问题，滚动列入省级台账，持续推
动整改。

在推进面上问题整改的同时，我
省还建立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
问题的常态机制，变“问题找上门”为

“上门找问题”。截至 10 月 17 日，列
入省级台账的 92 项问题，已完成整
改 83 项；今年省警示片披露的 22 项
问题，已完成整改 18 项；剩余的 13
项正在积极推进。

警示片披露问题主要涉及政府
和企业，我省落实两个主体责任，让
政府和企业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必
须压紧压实政府和企业的整改责任，
把两个整改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充
分调动起来，形成合力、同向发力。”
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负责人说，在落
实政府主体责任上，我省印发《江苏
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
号工作办法（试行）》，明确设区市人
民政府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的
责任主体；印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方案时，要求各地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严格落实整改方案，扎实推
进问题整改。

久久为功，沿江生态环境
持续好转

1至9月份，长江江苏段干流水质
保持在Ⅱ类，主要入江支流断面优Ⅲ
比例97.8%、同比上升8.9个百分点。

10 月 20 日，在紧临长江常州段
岸线的龙江北沿江排涝泵站，记者看
到，这里被改造一新，先进的水质自
动监测站房已投用，如果水质不达
标，就坚决不向长江排水。

这是常州今年统一改造出新的
17 座沿江排涝泵站之一。在它的周
边，是大片绿地。绿地由两家关停化
工企业拆除后复绿建成，不久还将被
打造为沿江生态教育基地和临江亲
江休闲节点。

近年来，常州累计完成国家、省
退出低端低效产能项目111个，关闭
小化工污染企业1000多家。积极探
索用地资源整合，在全省第一个开展
沿江关闭腾退化工企业用地资源整
合利用试点，为产业转型升级留出发
展空间。

从沿江八市到省域全境，从长江
沿线到淮河流域、洪泽湖、骆马湖，生
态修复如火如荼：几近绝迹的四鳃鲈
鱼批量回游燕尾港，消失 10 年的伪
虎鲸出现在灌河口；贾汪采煤塌陷区
的转型实践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夸赞，

“贾汪真旺”成为新时代贾汪的鲜明
标识。

5 年的努力，江海河湖统筹，水
气土共治，江淮大地，从黄海之滨到
黄河故道，从太湖之滨到运河两岸，
水更清，天更蓝，古镇换新颜，流动的
大运河文化与长江文明交相辉映，再
谱华章。

张家港沙钢集团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围绕废气、废水、固废、噪声、污
染物在线监控5个方面，投入50.7亿
元，累计清理钢渣等 919 万吨，异地
新建一个高标准钢渣处理项目，加快

实施场地修复工程，提前 1年半时间
完成整治任务。

南通海门区成立青龙河现场整
治指挥部，抽调 50 余人组成 10 个工
作组，发动沿岸 100 余名村居干部，
强力推进问题整改，在受疫情严重影
响的情况下，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5 年 来 ，我 省 深 入 实 施 环 保
“263”专项行动，相继展开化工安全
环保整治提升行动、违法违规小化工
百日专项整治行动，系统推进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沿江化工污染治理、船
舶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沿
江尾矿库治理“4+1”工程，重点推进
非法码头、非法采砂、入河排污口等
专项整治行动，形成统筹治理的整体
效应。

目前，全省城市、县城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地级及以上
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靠港
船舶污染物基本实现应收尽收，码头
粉尘有效遏制，全省化肥使用量削减
9%，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企业超
期库存危废全部清零，一大批化工环
保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隐患得到
整改。

江清河晏，再现江豚鱼跃
生动景象

位于镇江市京口区京江路的长
江豚类自然保护区，鸟鸣啾啾、白蝶
纷飞，莲叶挺立、芦苇葱郁，丝毫不见
建筑物的痕迹。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离长江直
线距离不到两公里，原来是有建筑物
的，现已全部拆除。”镇江长江豚类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研究员级高工
朱孝锋说。

保护区拆除建筑物的背后，是镇
江对“国家警示片披露问题”痛定思
痛后，着眼绿色发展的坚定选择。针
对国家警示片披露的长江豚类自然
保护区7000多亩江滩湿地被非法侵
占问题，镇江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彻底
整改到位。

江豚游耍时喷出一串串水柱，引
得江边散步的市民驻足观看⋯⋯近
两年，类似情景在南京、扬州、镇江等
长江江苏段多个点位不时出现。

“江豚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了。”南
京江豚保护协会会长杨光说，为了持
续改善江豚生存环境，南京去年初重
新修改锦文路过江通道设计方案，将
三塔悬索桥改为双塔悬索桥，为江豚
让道。

用十年“无渔”换年年“有鱼”！
10 月 11 日，经过不懈努力，长江干
流及保护区 7392 艘渔船、14887 名
渔民全部退捕上岸，标志着江苏已完
成长江干流及保护区退捕任务。为
全面落实国家长江禁捕退捕工作部
署，我省将通过两年时间完成对水生
生物保护区所涉湖泊其他水域全面
退捕，坚决打赢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退捕攻坚战。

我省长江主江岸线开发强度高
于流域平均水平，历史上形成了一批
违规利用岸线项目。2018 年 10 月，
国家长江办部署开展长江干流利用
项目清理整治工作，涉及我省整治项
目 596 个。面对极其繁重的整治整
改任务，我省严格要求、动真碰硬，高
质量完成596个岸线清理整治任务，
水利部长江委在实地核查后给予了
高度评价。通过持续整治修复和腾
退提升，我省长江岸线利用结构逐步
优化，生态型岸线提高到62.1%。

截至目前，2018、2019 年国家
警示片先后披露江苏的28项问题已
率先全部完成整改，整治成效走在
沿江省市前列，自我发现问题的机
制不断健全，省级台账问题整改有
力有序，多次受到国家长江办的充
分肯定。 本报记者 吴 琼

扬子江畔，渚清沙白鸟飞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