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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莉） 28日，记者从市医保局
获悉，为了更好适应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筛查和常态
化检测工作，进一步降低群众负担和疫情防控成本，
市医保局和市卫健委日前联合发文，自本月 30 日
起，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
测的价格再次双双下调。

公立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
单人单检由原来的24元/人次降至最高限价16元/人
次，混检继续按最高限价4元/人次执行；新型冠状
病毒抗原检测项目价格按照“服务项目价格+抗原检
测试剂”的方式收费，抗原检测试剂（含采样器具）
零差率销售，收费总额最高限价由原来的15元/人次
降至6元/人次，其中，服务项目价格的最高限价由
原来的5元/人次降至2元/人次。

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单纯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服
务，无须挂号，不得收取挂号费及门诊诊察费或一般
诊疗费；实际收费标准不得上浮，下浮不限；要严格
按照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技术规范开展检测服务，应同
时提供单人单检和混采检测两种服务选项，在符合疫
情防控规定前提下，“愿检尽检”群众自愿选择。

对于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筛查、常态化检测，要充
分考虑到规模效应和基层组织、志愿者对成本的分担
效应，检测机构仅提供样本转运及检测服务的，要进
一步降低计费标准。

非公立医疗机构及医学检验实验室等社会检测机构
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体现保本微利、质价相符，倡导参
照当地公立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价格。

新冠病毒核酸和抗原检测是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重
要手段，市医保局将积极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协同促
进核酸和抗原检测价格合理下降，持续减轻群众费用
负担。

我市公立医疗机构
核酸和抗原检测费用“双降”

本报讯 （记者宋莉） 5月30日，我市正式执行
国家组织第六批药品集采即胰岛素专项中选结果。

糖尿病作为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不仅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同时医疗支出负担沉重。本次胰
岛素专项采购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首次拓展到生物药
领域，是集采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仅促
使胰岛素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惠及更多患者，对于完
善集采制度、实现改革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集采在以患者为中心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临
床选择，涵盖了临床常用的二代和三代胰岛素，共
16个通用名品种，包括餐食人胰岛素、基础人胰岛
素、预混人胰岛素、餐食胰岛素类似物、基础胰岛素
类似物、预混人胰岛素类似物六个采购组。中选结果
与临床实际需求实现了较高匹配度，大大提升“质优
价宜”药物的可及性，保持了临床用药稳定性，很大
程度上降低了替代风险。有11家企业的42个产品中
选，平均降幅达到48%，最高降幅在70%以上。以目
前临床常用的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为例，集采前价
格为68.86元，集采后降至43.20元，每支可为患者节
省25.66元，患者一年即可节省1500余元。

市医疗保障局自2021年9月开展胰岛素集采报量
工作以来，积极与相关医疗机构进行沟通，动员各医
疗机构高度重视报量工作。目前，我市共有271家定
点医疗机构参与本次胰岛素集采，其中包括公立、部
队医疗机构及部分自愿参加的民营医疗机构，首年度
的约定采购量已达405万余支，粗略计算，可为患者
节省医药费用1.5亿余元。

国家团购胰岛素落地长春
平均降幅达到48%

本报讯 （记者张鑫多）“此类案件以传统电话
诈骗为主，通常是冒充老领导、亲朋和熟人或者是孩
子受伤等事由进行诈骗……”日前，市公安局朝阳分
局桂林路派出所民警走进居民小区，开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知识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识骗防骗
能力。

警方通过分析研判近期警情发现，老年群体被骗
案件较多。民警在社区进行防诈骗宣传时，侧重对老
年人进行宣传。现场，民警着重提醒老年人不要轻信
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如果特别担心一定要向
公安机关进行核实。

“诈骗手段令人眼花缭乱，感谢民警耐心地给我
们讲了这么多防范电信诈骗的知识。”一位居民表示。

桂林路派出所的民警们还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
制定相应宣传方式。他们走进企事业单位，就当前高
发的“ETC”诈骗、虚假投资类诈骗等案件加大宣传
力度，使单位员工对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有所警觉。
通过案例教学，使大型商超从业人员对电信网络诈骗
产生防范心理。

在周末人流量较大时间段，民警在桂林路商圈开
展主题为“全民动员，警民携手，全力防范电信诈骗
犯罪”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单、讲解典型案例及
引导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等多种形式，提
升反诈宣传效果。

同时，他们针对辖区内公寓多的现状，兵分多
路，利用早晚务工人员休息时间，走进公寓内进行防
诈骗宣传。特别对近期有些务工人员急于找工作而陷
入刷单诈骗陷阱，或挣钱心切把自己的银行卡、电话
卡出租出卖给别人的现象，进行重点讲解防范，全力
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警惕有人冒充“领导亲朋”诈骗
民警为市民说案支招

“没想到初创补贴的审批流程这么快，我们已经利用这
笔5000元钱的补贴启动了新项目的制作工作！”27日，长春
市超星邻居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卓骅向记者透露了这个
好消息。作为大学生创业者，过去几个月时间里，于卓骅既
经受了疫情的考验，也体验到了政府加大初创补贴力度和
速度带来的惊喜。

5月的长春，各行各业只争朝夕、干劲十足。走进于卓骅
的工作室，更是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刚刚接到新
音乐专辑制作任务的5位年轻人正在全力赶工，力争早日顺
利完成混音编曲、词曲创作工作。“多亏政府惦记着初创者！
对我们来说，这笔补贴真是‘及时雨’。”于卓骅告诉记者，新
专辑一经制作完成，能为公司带来近5万元的收入，这也就
意味着，公司将拥有一笔新发展“启动金”。

记者从市就业服务局获悉，为加大初创补贴工作力度，
我市对首次在长春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就业困
难人员，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以及退役军
人，一次性发放初次创业补贴5000元。本轮疫情期间，市就

业服务局开通政策服务热线，将热线电话设置呼叫转移，方
便随时解答市民群众咨询问题，日均咨询量近百人次。近
期，人社部门还将通过长春就业创业网、“长春就业”微信平
台等，面向社会推送初创补贴政策办理细则、申报条件、补
贴标准、所需材料、申办流程和咨询电话等，让更多初创者
享受政策红利。

一笔笔“真金白银”激励着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情，更
令遭遇资金瓶颈的中小微企业重拾发展信心。

作为仓储、运输类企业，疫情期间，长春市钰森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收入骤减，面临资金链周转不灵的窘境，企业第一时
间想到了疫情前申请的一笔400万元的中小微企业贴息不担
保贷款。“长春市就业服务局迅速将审核贷款的事提上日程，银
行第二天就联系我们去办妥了相关手续，这几天就能转款。”说
起政府的办事效率，钰森公司相关负责人付丽杰竖起大拇指。
她告诉记者，这笔钱一到账，公司就要为未来承接新项目添置
几台运输车辆，更好地为一汽大众提供零部件中转运输服务。

没想到审批进度这么快的，还有长春市易和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南。“我们原本想利用这笔300万元的贷
款扩大公司运营规模，眼下这笔钱却成了公司垫付近几个
月来车辆运营、保险的‘救命钱’。”令孙南高兴的是，自复工
复产以来，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期。“政府给到企业的政策
好、帮助大，加之很多人都在关注出行领域，使企业有机会
为更多司机提供就业岗位，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记者从市就业服务局获悉，本轮疫情期间，该局创新开
展创业担保贷款线上受理工作，借款人只需以电子版形式
将贷款所需提供材料传至指定邮箱，工作人员即可运用远
程视频归集方式进行互动审核。截至目前，共审核完成20份
贷款项目材料，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燃眉之急。

同时，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涉及疫情封闭地
区因交通不便、无法复工复产导致的归还创业担保贷款困
难企业及个人创业者，市就业服务局经与贷款经办银行协
商沟通，实施延期还款政策，全力保市场主体的暖心之举，
赢得企业真心点赞。

及时发放补贴、审批贷款——

“真金白银”成为稳定市场主体的“及时雨”
本报记者 毕馨月

本报讯 （记者梁闯 通讯员于海琦） 25 日，
围绕企业复工复产、创新发展需求，九台区举办了

“服务企业月”企业经营管理及财务人员线上培训
活动。

“这场培训很及时，让财务人员了解、学习当
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接下来工作进行了指导。”
培训中，行业专家针对减税降费、阶段性减免社会
保险费等政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解读，受到了九台区
160户线上参加培训企业的好评。

政策宣传解读培训、安全生产培训、融资需
求对接培训……九台区“服务企业月”活动将分
三个阶段进行，其间将把企业所关注一系列政策
宣传到位，指导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协调和引导金融机构推出简洁便利、
使用高效的金融产品，最大限度满足企业的发展
需求。

“根据企业所想、所需、所盼的政策措施特
征，我们将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争取最大限度惠
及企业，助力企业渡过难关。”九台区工信局相关
负责人贾俊林介绍，以“服务企业月”为载体，我
们将多措并举助企纾困，积极开展线上培训和金融
助企融资对接等活动，帮助企业尽早实现达产、稳
产、满产、超产。

九台区还将结合域内企业复工复产情况，采取
点对点上门式服务，通过现场宣传、解答、纾困等
实际行动，推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九台区举办“服务企业月”线上培训活动

夏日的谢家山，草木葱茏，绿意浸染山野。身材消瘦的翟
淑芬，身着朴素的工作服，步伐矫健，行走在新立城水库的山
林草地之间。从新立城水库管理中心步行到这里，大约30分
钟的路程。在山林里工作，翟淑芬平均每天要走15公里。这一
走，就是27年。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她用自己的坚守践行
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这些树木啊，就像孩子一样，你精心照顾，它才会长得壮
实。”在新立城水库管理中心林业工程师翟淑芬心里，山里的
一草一木都是需要她呵护的孩子。

每年清明节前后，是万物复苏之时，也是翟淑芬新一轮工
作的开始。她总要踏查全部造林地的周边环境和土壤条件，选

择适宜的树种和栽植方式，制定严谨可行的施工方案……
到了造林的时候，她会带着一份爱与希望，和工人们将一

棵棵幼小的树苗种下。为了抢抓栽种的最好时机，她经常在野
外工作，为的就是让小树苗尽快扎根，茁壮成长。

正午时分，强烈的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在翟淑芬满
是汗水的脸颊上。

“天气热了，树林变得郁郁葱葱，小虫也开始活跃了，这个
时候也是森林最容易发生病虫害的时期。”翟淑芬细致观察树
干，又蹲下身来，拨弄树下的土壤。

放眼环绕新立城水库的广袤森林，如同一道绿色的屏障
保护着水库。每年夏季，翟淑芬都要对10余种常规的森林病
虫害进行调查、统计，根据虫口密度制定实施方案，通过生物
预防和绿色防治，还森林一份健康，给水源地一份保障。

2019年，松材线虫入侵我省多个林区，虫害有蔓延势头。
为了摸清所辖区域3000余公顷林地内虫害入侵情况，翟淑芬
迎着寒风，踩着雪水，走进山林。棉鞋湿透了，她就用塑料袋裹

脚，再穿上冰冷的湿鞋，继续工作。最终，她对区域内所有松材
线虫寄主林进行了全面采样，完成了对所有采样树标号、标本
封袋、登记、送检、统计、上报工作。全年两次作业，未发现有虫
害入侵样本，为后续保护森林提供了科学数据。

在一棵大树前，翟淑芬认真进行测量，并喷涂记号，记录相
关信息。“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森林里有新的树种长大，也
有老的树种衰弱甚至死亡，及时清理病死树是保护森林健康生
长的有效措施。”翟淑芬说，有时候山林里的蒿草有一人多高，还
经常会被一些带刺的植物划伤，可是不管条件多艰苦，她必须尽
职尽责，因为只有工作严谨，才能确保采伐设计数据准确。

四季更替，周而复始，林业工作就是这般重复。当年的小
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而岁月的痕迹却清晰留在了翟
淑芬的脸上和眼角旁。

27年来，翟淑芬见证了这里一棵棵小树的成长，走遍了
这里的一条条山沟、一片片林地。现在的水库上游湿地，绿树
成荫、水鸟成群，香蒲遍地、荷花满塘……

如果心中没有信仰，很难于繁华之外选择一份守护；如果
心中没有坚持，则无法与绿色的生命达成一种默契。翟淑芬做
到了，她用执着与坚守，与其他林业工作者共同完成了年均造
林30公顷和每年保护600公顷森林安全的工作任务，她用弱
小的肩膀扛起了守护绿水青山的重担，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
工作中创造价值、做出贡献。

翟淑芬：守护青山的森林医生
本报记者 周 源

本报讯 （记者孙丹） 25日，在亿家购超市做米粉生意的张女士收
到电力社区送来的补贴款，缓解了经营资金的紧张，张女士连声道谢并表
示，现在小店重新开业，自己要用好政府的扶持政策，加把劲好好干。

据了解，位于解放大路与岳阳街交会处的亿家购超市有50余家商户，分
别承包超市内的各种档口，在3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发生的水电费支出，符
合申报此次水电补贴条件。南关区曙光街道电力社区工作人员在收集申报材
料时发现，商户们的各项费用一直由物业统一代缴，手中缺少缴费凭证，因
此无法申办补贴。电力社区党委书记姜丽得知此事后，迅速将这一情况报送
上级部门，经过多方协调，由物业提供商户的相关缴费证明及出具办理小档
口合同后，50余家商户得以及时申领水电费补贴。

据姜丽介绍，为稳妥有序做好辖区企业、商户复工复产工作，电力社
区积极落实南关区委区政府关于对受疫情影响面临经营困难、符合申报房
租、水电补贴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办理补贴有关文件精神，建
立社区商户群和网格长工作群，广泛通知、简化手续，助企纾困。截至目
前，该社区已为辖区内符合申领条件的20余户小微企业办理了房租补贴
及水电补贴，为近百家个体工商户办理了水电补贴。

补贴领到手 干活有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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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应季而来的稻田风光，实则是精心筹划、精
耕细作——

稻田不再被分成小块的“烧饼田”，而是连成了
大片的“高产田”；四周没有了泥泞的田埂，取而代之
的是硬化的水渠；水田里几乎看不到忙碌的身影，只
有“铁牛”畅快穿梭；查苗情只需瞅一下大屏幕……
来到九台区龙嘉街道红光村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你会感慨：原来水稻还可以这样种！

红光村共有耕地面积276公顷，全部为水田。过
去有“稻村”的美誉，却没能实现靠种植致富，八成以
上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人都走空了，还靠啥发
展？”不少村民很困惑。2009年前后，红光村迎来转
机，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利用农业项目资金，购置
现代化农机、建设高标准农田、配套田间水利设施。

“现在村里的稻田，大块的有十几亩，小块的也
有五六亩，单是把田埂打破、连片，种植面积一下子
就增了30公顷。”红光村党总支书记李在德分析，一
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种不出效益，村里就把土地集约
到一起，交给合作企业种植，并成立农机合作社，协

调全村406户的土地入股或流转。
整合农田，释放规模效应，农民成了最大受益者。

在保证对土地承包权、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全程享
受现代农企的优质服务。“现在每公顷土地的年分红
就有1万多元，过去辛苦忙一年，都不如土地入股的
收益。”村民李在日说，在国外务工的这些年，村子变
美了，收入提高了，再也不用惦记家里这点地了。

“大型农机集中作业，小型农机查缺补漏，每天出
动20多台农机，10多天就能完成水稻插秧！”宽敞的田
间路更方便农机进出，标准的田块更适合农机耕作，正
指挥农机作业的合作方企业负责人安明星介绍，统一
育苗、整地、种植、植保、收割，全村水稻作业综合机械
化率达到98%。同时，企业已组建起一支专业的管理团
队，精心研究绿色农业，一门心思把水稻品牌做大。

稻草还田、测土配方、绿色防控、综合种养……一
项项新农技在这里实践着。“插秧时，提前预留出螃蟹
的生活区域，稻蟹共生，节水、节肥又增效。”李在德还
指着农田不远处的一块电子屏幕说，农田里的土壤温
度、水温、病虫害时时显示，智慧乡村服务平台实现不
间断智能监测，让种植更精准。

在稻田边种植鲜花，修建栈道、观景平台和景观
小品，来观光的人可以走进稻田看美景、闻稻香、听
蛙鸣……与稻田诗情画意相呼应，村里还建设了一
座现代农业稻田公园，如今这里也成了村里新的“网
红”打卡地。

红光村的金色“稻”路
本报记者 梁 闯

红光村是朝鲜族村，多数劳动力在外
务工，276公顷水田咋种一度成了全村的难
题。而他们通过“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农
户”的模式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完成了“稻
村”的精彩变身。

现代农业要发展，必须告别单打独斗。
农田连片后，实施村企联营、农企合作，农

民就可以放心大胆走出农田，既拿工资、又
领分红；企业则可以开展机械化、规范化、
现代化耕作，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
条延伸。这样的改变，让广阔的田野充满希
望。更为重要的是，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让
科技发挥出强大力量，能够打造出农业品
牌，提高当地粮食产品的竞争力。

小账连大账，如此一来农业的利润提
高了，农民告别了看天吃饭。乡村振兴，不
仅是种植业的振兴，更是农村综合的振兴。
土地集约经营、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农村建
设，加速了城镇化进程，更打造出乡村振兴
的成色。如今的红光村，更加名副其实，幸
福得满面“红光”。 （梁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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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手驾驶着“铁牛”在田
间畅快穿梭，一块块空荡荡的
水田换上“绿装”。 梁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