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爆料热线 86983110 丹阳新闻网www.dy001.cn

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丁酉年十月廿六 今日16版

多云转阴，东到东北风

4级左右，1℃~10℃。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70 第7070期

地址：江苏省丹阳丹北镇全球库电子商务中心

买好工具 上全球库
400-100-0958

本报讯 （记者 曾丽萍）昨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仲梓一行深入我市部分企业项
目建设现场，专题调研制造业企
业发展情况。镇江及我市领导
桑长清、卢道富、陈可可、薛军
民、王亚利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考察
了鱼跃集团生命科学产业园在
建工程和肯帝亚超级地板生产
线。每到一处，许仲梓都详细了

解工程进展、产业发展前景以及
产业园长远规划等情况，仔细询
问企业发展难题，鼓励企业坚定
信心，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据
了解，生命科学产业园一期启动
规划开发约 2 平方公里，集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专业孵化器、研
发总部、成果转化加速器等于一
体，着力打造医疗器械、视光学
产业、生物医药、医用材料、保健
品等五大产业板块，力争建成全

省知名的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示范区。肯帝亚超级地
板生产线项目前期投资 11.7 亿
元，生产的超级地板具有防潮、
绝缘、防虫蛀、无缝隙等优点，适
合家庭及运动场馆使用，产品可
完全替代高端实木地板。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市委书
记陈可可介绍了近年来我市在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生
态以及精准扶贫等方面所做的

工作。陈可可表示，近年来，丹
阳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离不开一
大批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企业
家队伍的努力，尤其是在当前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的情况下，广大企业家不畏
困难，积极研究市场，提升产业
层次，创新产品服务，保持了经
济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

交流中，许仲梓对我市制造
业企业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

肯定。许仲梓希望我市继续把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摆在重要位
置，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
引导作用，一如既往地积极推进
和落实惠企政策，切实做好协调
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助推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勉励
广大企业抓住当前机遇，在实现
跨越发展的同时，为地方精准扶
贫工作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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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领导来丹调研制造业

本报讯（记者 丽娜 菀滢
通讯员 邹学伟） 11日晚，迎宾
路北二环交叉路口南北向恢复
正常通车。

昨日上午，记者在北二环下
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迎宾路与
北二环交叉路口施工现场看到，
东侧延伸道路已经基本成型，压
路机和大型吊机正在进行路面
施工；西侧的场地上挖掘机在隆
隆声中“不知疲倦”地劳作，工人
们则在下穿涵洞内精准施工。
之前一直封闭的交叉路口围挡
已经拆除，南北车辆已能正常通
行。

据悉，由于北二环下穿京沪
铁路立交工程施工的需要，从今
年7月21日起，迎宾路丹桂路路
口至北苑路路口这一路段实施

封闭施工。经过建设者近 5 个
月的紧张施工，目前这一段道路
主体竣工，为了方便市民出行，

交运局及时安排开放交通。
“自封闭施工以来，我们每

天加班加点，尤其在高温季节，

为了保证施工进度，施工人员每
天早上 6 点开始施工到上午 10
点半，下午从4点开始施工到晚
上9点半，确保在时间节点完工
通车。11 日上午，迎宾路与北
二环交叉路口的最后一道工序
完工，当晚该路段就开放通车。”
该项目经理宋江宁说道。

记者从施工现场了解到，迎
宾路与北二环交叉口改造是北
二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施
工节点之一。封闭后施工内容
主要为基坑支护结构、深基坑土
方开挖、钢筋混凝土箱涵制作、
迎宾路道路改造施工。

“由于该路段目前仍处于施
工区段，来往施工机械车辆较
多，市民在驾车通过时应注意安
全，减速通过。”宋江宁还介绍，
为方便北二环改造施工，从 11
日晚上八点开始，丹桂路迎宾路
路口至曲阿路路口封闭施工。

本报讯（记者 陈静 通讯
员 周倩芸）11日下午，我市首批
商事登记全自助证照一体机正式
启用。在市场监管局曲阿分局的
办证大厅中，输入、选择、确认，不
到半小时，开发区大小童画工艺品
手工坊负责人郑女士便成功申领
了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这也
是镇江市首份通过自助证照一体
机申领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没想到，现在不用到窗口提
交任何纸质资料，就能顺利拿到
营业执照，真是太方便了！”当天，
为圆自己的创业梦，郑女士申领
营业执照时刚巧碰上曲阿分局自
助证照服务一体机调试完毕，全
程花了不到半小时，便拿到了自
己的营业执照，十分高兴。

据悉，利用“自助式+承诺
制”的契机，首批商事登记全自助
证照一体机正式投入使用，这是
我市商事制度改革的又一突破，
真正解决了全程电子化业务“最
后一公里 ”的问题。“随着商事制
度改革的逐步推进，个体工商户
呈爆发式增长，由于个体户的信
息化水平普遍较低，绝大多数申
请、打照都是通过人工窗口完成，
严重制约了登记注册效率。”市场
监管局曲阿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引进的自助证照服务一
体机是市场监管局推进“放管服”
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互联网+政
务服务”硬件设备，更是持续推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共享“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
成果，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群众
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高效。

另外，记者注意到，自助证照
登记的流程非常简便，申请人在
机器上操作主要通过“身份证识
别→人脸识别→信息登记→承诺
书确认”四个步骤，申请人“人证
合一”认证通过后，即可进入个体
户注册登记系统，系统可实现自
动带入申请人身份证上的相关身
份信息，申请人在线填写相关注
册信息，包括名称、联系电话、经
营场所、注册资金等，并对相关经
营范围进行勾选操作。当申请人
提交登记承诺书确认后，申请信
息自动推送至江苏工商软件进行
内网登记审核，经业务人员审核
后，申请人即可现场进行证照的
自助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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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出镇江
首张“自助”营
业执照

迎宾路北二环路口南北向通车

迎宾路上，南北车辆已经正常通行。（记者 丽娜 菀滢 通讯
员 邹学伟 摄）

本报讯 （记者 菀滢）记者
昨日从市医保中心获悉，根据
2016年国务院和省政府先后出
台的《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制度的意见》，我市结合实际，
统一全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
度覆盖范围和待遇标准，制定
《丹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实施办法》，并决定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城乡医疗保
险制度。该制度建立后，我市将
形成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简称：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城乡医
保）组成的医疗保障体系。

据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覆
盖人群为：本市所有幼儿园、中
小学、大学在校学生，本市户籍
城乡居民，持有本市居住证、没
有参加户籍地基本医保且非必
须参加本市职工医保的外来人
员。当年出生的新生儿、退役士
兵、毕业回乡学生可在年中随时
参保。“从 2018 年起，城乡居民
医保政府补贴 590 元/人，原新
农合参保人员个人缴费 260元，
原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除需
缴纳 260元外，还需按照年龄分
段缴纳相应的补充保险金。”市
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缴
费标准，原城镇居民参保人员
中，40 周岁以下应缴补充保险

金 353 元/人，41~50 周岁应缴
423元/人，51~55周岁（女）应缴
494元/人，51~60周岁（男）应缴
494 元/人，55 周岁以上（女）应
缴 635 元/人，60 周岁以上（男）
应缴 635元/人。缴费年限执行
原口径。

城乡医保制度实施后，原新
农合参保人员将整体转入城乡
居民医保，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原城镇居民参保人
员整体转入城乡居民医保，除享
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外，另享受补充保险待遇。值得
一提的是，此次“合二为一”的城
乡医保制度基本统一了原新农
合和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门诊、住院、生育以及慢特
病等方面的待遇均有显著提
高。据了解，原新农合普通门诊
报销最高限额 400元，整合后普
通门诊年度补偿限额 600元；原
新农合在一级医院普通门诊报
销比例为 40%，现提高到 50%；
原城镇居民医保不享受重大疾
病保障，只有新农合享受，整合
后一并享受；原城镇居民医保和
新农合的特药目录各有不同，整
合后特药品种增加，目录范围扩
大；慢特病更加细化，病种和门
诊年度限额都有所增加；慢性肾
功能衰竭血液透析（含腹膜透

析）治疗费用报销比例从40%提
高到 70%，最高补偿限额为 5万
元（原新农合3万元）。同时，医
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待遇也
有所提高。“取消起付线，报销比
例由原来的 50%提高到 70%，封
顶线由原来的 1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大病保险起付线由2万元
降为1万元，同时各段赔付比例
在原基础上提高5%。这些数据
的改变都将给百姓带来更多的
医疗保障。”该负责人说道。

在城乡居民医保新增待遇
方面，此次整合把全市建档立卡
人员全部纳入医疗救助对象，并
享受相应待遇。对签约个性化
医疗服务包的居民医保参保人
员，门诊年度报销限额在 600元
的基础上提高 20%。新增生育
费用待遇，单次费用报销最高限
额为平产（顺产）1000 元、剖腹
产1200元。

市医保中心负责人说，建立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医疗
保险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重大
举措，也是我市医疗保险事业发
展的重要里程碑。新制度的实
施需要市民的积极配合和参与，
医保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制度实
施后，原新农合无需连续参保，

现城乡居民医保要求连续参
保。断保后，除需补缴个人缴费
外，还需补缴政府补贴部分。此
外，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市
将全面使用社保卡（一卡通），市
民在就诊时请尽量使用社保卡
（一卡通）刷卡结算，到医保中心
报销时要求带社保卡结算，以便
结算资金直接打入社保卡。当
年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截止时
间为下一年度的3月底。
新闻链接：

本市居民到户籍地（外来人

员到常住地）村（居）委会或镇

（区、街道）人社中心（劳动所）参

保缴费。

1）村组、社区集中缴费截止

时间：2017年 12月 29日（具体

见各镇人社中心通知）。

2）单个零星缴费到镇（区、

街道）人社中心（劳动所），缴费

时间：2018年1月2日-2018年3

月30日，逾期不再受理。

3）年中参保的特殊人群到

市人社局社保中心缴费。需携

带户口簿、身份证及相关证件

（出生证或毕业证或退伍证）。

4）原城镇居民医保续保缴

费，参保人员需持身份证或社保

卡到银行（农商行或建行）网点

缴费，截止时间为2018年 3月

31日。

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明年“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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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本保
证收益型

期限

182天特供

182天特供

182天特供

364天特供

182天

126天特供

募集期

12月13日至
12月19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5.30%

5.25%

5.3%(55周岁及以上）

5.35%

5.5%(新客户）

5.20%

起购金额

10万起限30万

10万起限50万

10万起限30万

10万起限50万

保本保证
收益型

期限

35天

91天

182天

364天

728天

1092天

募集期

12月13日至
12月19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00%

4.18%

4.50%

4.60%

4.65%

4.70%

起购金额

5万起

更多选择：南京银行珠联璧合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35~364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85%~5.5%；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35天至
3年预期年化收益率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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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12月11日电 美
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城11日发生爆
炸，导致4人受伤，多条地铁公交线
停运。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说，这
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

纽约警方表示，当天早高峰时
段，一名27岁男子在距纽约时报
广场不远的地铁站地下通道行走
时，身上的爆炸装置发生爆炸，该
男子受重伤，他附近3名路人受轻
伤，目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伤者
中无中国公民。

美国纽约曼哈顿发
生爆炸4人受伤

国产“会飞的船”亮相海南三亚 由我国自主研制，已通
过中国船级社认证的“会飞
的船”——“翔州 1”地效翼
船 11 日亮相三亚崖州湾海
域进行动态展示，最大速度
为 210km/h，可以随时在海
域起飞和降落。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2日
电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主
席、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
尼科夫 12日说，俄联邦安全局
挫败一系列计划在新年期间和
明年3月总统选举前发动的恐
袭图谋。

博尔特尼科夫当天在国家

反恐委员会会议上说，俄联邦安
全局11日晚在莫斯科地区开展
专项行动，捣毁一个中亚裔恐怖
团伙，他们计划在新年期间和明
年总统选举前发动恐怖袭击，其
中包括自杀式袭击。他说，执法
人员缴获一些自制爆炸装置、武
器和弹药，并捣毁一个制造袭击

工具的作坊。
据塔斯社报道，联邦安全

局早些时候还在斯塔夫罗波尔
市挫败一起恐袭图谋，恐怖分
子同样计划新年期间在人员密
集的地方发动恐袭。这两起恐
袭图谋都由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主使。

俄挫败计划在新年和总统选举前
发动的恐袭图谋

阿富汗5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被打死
新华社喀布尔12月12日

电 据阿富汗媒体 11 日报道，
阿国家安全部队过去4天在北
部昆都士省对塔利班目标进行
清剿，打死至少 55名塔利班武
装人员。

《阿富汗时报》11 日援引

军方声明报道说，此次清剿行
动地点位于昆都士省北部伊玛
目萨希卜地区，被打死的 55名
武装人员中至少有4人已确定
是塔利班在当地的主要头目，
另有至少 27 名武装人员在行
动中受伤。

此外，行动还摧毁了塔利
班在当地的多处据点，缴获包
括地雷、火箭弹、冲锋枪在内的
弹药物资。清剿行动结束后，
国家安全部队将在当地设立至
少 18处哨所，以进一步监控和
维护当地安全局势。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签署第一份
太空政策指令，宣布美国宇航员将
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星。这意
味着，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
的太空政策重点将重新放到月球
上，而前任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以小
行星作为踏板前往火星的计划被
正式否决。

为探索打基础

当天在白宫举行的签署仪式
上，特朗普只是表示要在月球上插
上美国国旗、留下脚印，并长期探
索利用月球，为未来对火星及太阳
系外其他目的地的探索打下基础，
但并未透露更多具体措施。

有意思的是，在月球上插旗、
留脚印以及作为火星探索的基础
……这些字眼与美国副总统彭斯
今年10月在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
首次会议上讲话中的表述一模一
样，《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专门指
出了这一点。

出席当天仪式的重要人物包
括与阿姆斯特朗一起完成人类首
次登月任务的美国宇航员巴兹·
奥尔德林，太空停留最长时间纪
录保持者、美国女宇航员佩姬·
惠特森以及前美国参议员、曾参
与美国第六次登月任务的地质学
家哈里森·施密特。其中，施密
特是美国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登
月任务——阿波罗 17 号宇航员

中唯一在世人员，他在 45 年前
踏足月球。

欲现昨日辉煌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重返
月球的目的是“要使美国重新成为
太空探索的领导者”。

特朗普说，重返月球是朝着重
现“美国光荣太空历史”迈出的“重
要一步”，而且太空技术有着许多
其他应用，包括军事应用，所以要
保证“我们是领导者，并将继续保
持领导者的地位”。

白宫稍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解
释说，美国已不再是“人类太空探
索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2011
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以

每个座位7000万美元的价格依靠
俄罗斯飞船送人进入太空。

需要多方合力

具体怎么重返月球？要花多
少钱？时间表是什么？这些问题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
只有在2005年，美国航天局曾给
出一个估计：重返月球可能需要
多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

虽然特朗普此次没有给出细
节，但白宫声明说：“月球引起了
国际伙伴的兴趣，也在美国私人
太空产业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和私人企业合
作，把宇航员送回月球，并开发
载人探索火星及太阳系内其他目

标的技术和手段。”
白宫同时发表的一个总统备

忘录指出，美国将“与商业伙伴
和国际伙伴牵头（制定）一个创
新且可持续的探索计划，让人类
扩张至整个太阳系，并给地球带
回新的知识和机会”。

从白宫表态可以看出，美国
重返月球，可能美国私人航天企
业以及国际伙伴也要出力。事实
上，美国月球捷运、太空探索技
术、蓝色起源、比格洛航天和联
合发射联盟等航天领域私企都公
布了各自雄心勃勃的月球探索计
划。从这一点看，特朗普的重返
月球计划与当年的“星座计划”
可利用的资源有很大不同。

特朗普提重返月球透露出哪些信息?

空客与巴西客机
事故遇难者家属
达成赔偿协议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2月
11日电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
法庭11日批准空中客车公司
（空客） 与部分 2007 年塔姆
航空公司客机事故遇难者家
属达成的协议，空客同意支
付遇难者家属超过 3000万雷
亚尔 （约合 6011 万元人民
币）的赔偿金。

塔姆航空公司是巴西第
二大民航企业。 2007 年 7
月，该公司一架空客A320客
机在巴西圣保罗市孔戈尼亚
斯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
上了附近的加油站和仓库引
发大火，导致机上 187 名乘
客和机组人员以及12名地面
人员共199人遇难。

10年来，由33名遇难者
家属组成的索赔小组一直为
这起空难的赔偿奔走。小组
律师弗拉维奥·加尔迪诺
说，最初，他们提出的赔偿
要求是针对塔姆航空公司和
空客两家企业的，但由于这
起空难与飞机机械故障有
关，所以遇难者家属与空客
达成了赔偿协议。

加尔迪诺说，这笔赔款
将分给 33 名遇难者的 93 名
亲属，但这只能减轻这些家
庭因失去亲人而造成的经济
损失，远不能弥补空难给他
们带来的巨大伤痛。

事故已经过去逾 10 年，
但没有人为此受到法律制
裁。巴西检察院曾指控三
人，但三人最终均被判无
罪。

全国首宗网拍成交
波音747飞机实现
线下交付

新华社深圳12月12日电 顺
丰航空网拍747飞机交接仪式12日
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这是
我国开展司法网上拍卖以来首次通
过在线平台拍卖并取得成功的大型
飞机。

今年11月21日，翡翠国际货
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三架波音747
货机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
卖，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通过平等竞
价成功拍得其中两架货机，成交价
共计3.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