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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集中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持续保持纠正“四风”高压态势
本报讯 春节将至，全省各地
集中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旨在进一步严明纪律，巩固
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确保节日风清气正。
扬州市纪委通报 6 起典型案
例，分别是宝应县射阳湖镇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原工作人员李国
清借孙女和本人生日宴之机收受
礼金，高邮城南经济新区林业站原
站长张建平收受财物，仪征市汽车
工业园管委会主任科员龚玲珑收
受财物，江都区丁伙镇锦西小学党
支部书记、校长刘如松等人虚列工
程项目套取资金，邗江区杨寿中心
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池年如违
规发放津补贴，广陵区城管局机动
大队大队长谈建新公车私用、工作
日午间饮酒。

无锡市纪委通报 3 起违规收
送礼品礼金问题，涉及江阴市月
城镇沿山村变电所负责人刘植
峰，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陆惠芳，惠山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
许锡兴。无锡市纪委指出，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问题看似小事，实
则危害巨大，严重侵蚀党群、干群
关系，极大损害党的形象，若任其
发展，则会破坏一方政治生态，污
染社会风气。
盐城市纪委通报建湖县下属
单位、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公务接待
有关问题。建湖县外事办（接待
办）在落实公务接待规定方面执行
制度不严格、接待管理不规范、问
题整改不到位，高新经济区、恒济
镇、沿河镇等乡镇和部门在全市整

国家卫计委：

省领导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

全国基本医保
参保人数超13.5亿
新华社电 新一轮医改启
动至今，我国着力织牢织密医
疗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
全覆盖。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
12 日表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超过 13.5 亿人，参保
率稳定在 95％以上。
王贺胜当天在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17 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到 450 元；医保目录新增 375
个药品，保障范围不断扩大，报
销比例不断提升。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慈善救
助、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
保险紧密衔接，构成多元化多
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王贺胜
说，
在基本医保普惠的基础上，
我国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覆盖 10.5 亿人，大病患者
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平均提
高 12 个百分点左右。2013 年
启动建立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已累计救助近 70 万人次。

我国地面机器人
首次投入极地探路应用
新华社电 在我国第 34 次
南极科考中，由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探
冰机器人，日前成功执行了“南
极埃默里冰架地形勘测”项目
地面勘查现场试验任务，这是
我国地面机器人首次投入极地
考察冰盖探路应用。
现场执行人、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眭晋介绍，
“南极埃默里冰架地
形勘测”项目现场经过机器人
组装、调试、测试、执行探路任
务等过程，遭遇了低温、白化
天、大风、降雪、大雾等恶劣天
气，通过了复杂冰雪路面行走
的检验，历时 25 天，机器人行
走总里程 200 多公里，任务测
线长约 140 公里。
据探冰机器人系统研制负
责人卜春光副研究员介绍，探
冰机器人长 2 米、宽 2 米、高 1.5
米，针对南极天气条件和环境
特点进行专门设计。

治违规吃喝“回头看”时仍存在明
显违纪违规问题。大丰港经济开
发区存在公务接待工作管理混乱、
接待程序不完善、财务审核把关不
严、财务报支手续不规范、公款购
买使用高档白酒、对整改意见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依据核查情况，盐
城市纪委会同建湖县纪委、大丰区
纪委对 23 名相关人员实施问责追
究，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 4 人、科
级干部 12 人。
常州市纪委通报 5 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别是
溧阳市南渡镇旧县村党委书记陈
建泉等人违规接受村内企业宴请
及礼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公安分
局后勤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张国忠
违规警车私用，武进区鸣凰中学副
校长周国敏违规公款出国旅游，新

北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局长汪中良违规发放津
补贴，天宁区茶山街道三产办原主
任张克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礼品。
省纪委再次强调，纠正“四风”
没有节假日，清廉自守没有暂停
键，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差
不多、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纪
检监察机关要采取扎实措施，
紧盯
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礼送礼、公车
私用、
公款旅游、
滥发钱物、
接受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
动安排等节日期间易发的具体问题，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发现一起坚决查
处一起，
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持续
保持纠正
“四风”
工作高压态势，
营造
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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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浓浓关爱 致以节日祝福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省领导杨
岳、李小敏、王燕文、蒋卓庆、王立
科、周乃翔、郭文奇、张敬华、孟中
康、缪瑞林、马秋林、王江、郭元强、
刘旸、陈星莺等率省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分赴全省各地，走访慰问城乡
优抚对象、劳动模范、困难群众等，
送去党和政府的浓浓关怀，并向他
们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记者赵伟莉报道：6 日，省委
常委杨岳一行来到盐城经济开发
区新城街道敬老院，给院里 97 名
老人送去春节慰问。随后，在亭湖
经济开发区光荣小区，杨岳看望了
44 岁的困难职工李荣，详细询问
他医保、大病救助等情况，并鼓励
一家人增强信心，相信一定会更好
的！在亭湖区南洋镇利民村，杨岳
紧握 76 岁的退伍老兵何村高、76
岁的老村干陈桂才两位老人家的
手说：
“你们健康，我们就高兴。”今
年 79 岁的低保户薛长荣和残疾妻
子，靠每个月 900 元的低保金带着
孙子、孙女生活，得知 4 岁的孙女
还没上幼儿园时，杨岳嘱咐当地有
关部门一定要帮助解决好孩子的
教育问题。
记者浦敏琦报道：4 日，省委
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李小敏，副省
长陈星莺来到无锡市锡山区走访
慰问。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张锡伦
几年前执勤时被歹徒砍成重伤，李
小敏、陈星莺向他表示敬意，关切
询问他的身体情况，称赞其行为是
社会文明程度高的体现，值得全社
会学习。特困职工陆智斌患有癌
症 ，医 疗 支 出 费 用 大 ，家 庭 收 入
低。深度贫困及低保户张丽珍没
有工作，家有两人患重病，生活负
担较重。李小敏、陈星莺向他们详
细了解身体情况、收入和医疗支
出，并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树立
信心、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在锡北镇敬老院，李小敏、陈星莺
俯下身来与老人们握手攀谈，向老
人们拜年。
记者倪方方报道：6 日，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
燕文一行赴镇江市走访慰问，向基
层送去新春祝福。在全国劳模杨
修林、困难老党员邹雪生、贫困户
邹桂喜、优抚对象赵筛根、低保户
赵小宝家中，王燕文关切询问他们
的身体状况、收入来源和家庭境
况。得知邹桂喜患病，长期靠妻子

照顾，37 岁儿子刚刚“脱单”，王燕
文送上慰问金，祝福他们一家来年
生活好起来。句容边城镇医养中
心是一家镇卫生院与敬老院合办
的医养综合体，王燕文向有关负责
人了解运营状况及投入情况，她向
老人们拜年，并为老人们能享受较
好的养老医疗服务感到高兴。
记者顾敏报道：6 日，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蒋卓
庆一行赴溧阳进行慰问。在埭头
镇老年公寓，蒋卓庆先后走进宿
舍、活动室、餐厅，与老人拉家常，
详细了解老人的饮食起居、文化娱
乐等生活环境，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在低保户史俊、老党员戴富
林、残疾低保户史加年家中，蒋卓
庆仔细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家庭
收入、子女上学等情况，以及目前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给他们送上慰
问品和慰问金。
记者林元沁报道：5 日下午，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
科，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旸来
到泰州市胡庄镇走访慰问。王立
科和刘旸先后看望了下岗职工孔
鸭萍，低保户孔春前及老党员封玉
英，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
收入来源和家庭境况，并代表省委
省政府送去新春祝福。48 岁的孔
鸭萍因儿子患白血病花去 100 多
万元，本人又动过心脏手术，家庭
比较困难，王立科和刘旸嘱咐工作
人员一定要帮助其克服困难。
记者孟旭报道：7 日，省委常
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和副省长
王江一行前往苏州市姑苏区走访
慰问。在黄诗琪、金国振、王光秀
等贫困家庭里，周乃翔关心地询问
生活情况，给他们提前拜年，送上
慰问品和慰问金。黄诗琪是一名
在校大学生，失去双亲，爷爷长期
做血透，生活十分困难。周乃翔、
王江鼓励她树立信心和勇气，勤奋
刻苦学习，帮助家庭走出困境，党
和政府会一如既往关心他们的生
活。在天易护理院、银色家园老年
公寓，周乃翔、王江同老人握手交
谈。看到百岁老人程莉芬精神状
态很好，周乃翔、王江十分高兴，详
细了解老人的饮食起居和身体状
况，
叮嘱她保重身体。
记者郁芬报道：7 日，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郭文奇一行来到南
通市走访慰问。86 岁的建国前老

党员杨张根今年恰好入党 70 年。
解放后担任村主任的他，离任后继
续发挥老党员老模范作用。郭文
奇代表省委送上新春祝福，感谢杨
老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祝老人健康
幸福。在五保户徐伯生、残疾人倪
德凤和省劳模石昭龙家里，郭文奇
关心地询问生活情况、身体状况，
送上慰问金，祝福他们和美幸福。
记者鹿琳报道：7 日，省委常
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副省长
郭元强来到南京市六合区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倪明森身患白血病，曾勇救 3 名
落水儿童，抗美援朝老战士胡志尧
曾参加上甘岭战役，妻子瘫痪在
床，在他们家中，张敬华和郭元强
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并
叮嘱有关部门给予他们更多关心
和帮助，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大力
弘扬社会正气。在六合竹镇敬老
院，张敬华、郭元强一行来到活动
室、宿舍、餐厅，与老人们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向
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并嘱咐敬老
院的负责同志做好防寒保暖，让每
一位老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
舒心，安享幸福晚年。
记者付奇报道：6 日，省委常
委、省军区政委孟中康，副省长马
秋林来到扬州江都区走访慰问。
老党员舒长珍的婆婆张秀英与舒
长珍先后义务照料素昧平生、下肢
瘫痪的退伍军人丁增明近 60 年。
在舒长珍家中，孟中康、马秋林详
细询问老人的生活状况，并祝愿老
人身体健康。困难职工刘敏夫妻
下岗多年，丈夫因病于 2012 年换
肾，孟中康、马秋林叮嘱其要好好
养病，把日子过好。今年 81 岁的
朱恩祥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是优抚对象，在他的家中，孟中康
郑重地向老人敬了一个军礼。
记者李睿哲报道：5 日，副省
长缪瑞林来到淮安市涟水县社会
福利中心，仔细查看入住老人的房
间，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老人们
的家庭情况和对居住环境的满意
度，并祝大家身体健康，向大家拜
年。徐集乡石庄村优抚对象、90
岁高龄的吕金山，是参加过淮海战
役和渡江战役的老革命军人，缪瑞
林来到老人家中，握着吕老的手感
谢他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并叮嘱工
作人员平日里照顾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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