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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记者 马燕）据国家
药监局网站消息，国家药监局会同国
家卫健委、银保监会组织起草了《疫苗
责任强制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并于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截至2020年11月12日。

疫苗责任强制保险，是指以疫苗
上市许可持有人因疫苗质量问题造成
受种者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
险标的的保险。《征求意见稿》提出，在
境内上市疫苗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应
当投保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征求意见
稿》提到，保险责任为因疫苗质量问
题，造成受种者伤残、死亡的，依法应
当由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

死亡赔偿金每人不低于50万元，
伤残赔偿金根据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
伤残程度鉴定书确定。

“第一次上战场，说实话，心里还
是害怕的，但老兵让我们不要担心，跟
在他们后面就好了，再后来，就什么都
不怕了。”“那次战斗一直打了16个小
时，炮弹打掉了三卡车，共击落敌人的
轰炸机9架。”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赴朝参战70周年，为寻访当年志愿
军将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故
事，记者来到位于泰州市海陵区东进
小区抗美援朝战士徐长根家，与这位
91岁的老人一道“重回”那个战火纷飞
的特殊岁月。

初战：很多战友在敌机轰炸
中牺牲

得知记者来访，徐长根老人早早
等候在楼下。看到记者一行走近，老
人主动上前握手，脸上每一条皱纹都
绽放出笑意。记者注意到，尽管岁过
耄耋，但老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

“这是那次战役的表彰证书”、“这是捡
炮弹的立功证书”……谈及这些“宝
贝”的来历，老人如数家珍。

老人告诉记者，他是1951年3月
参军入伍的，经过1个多月短训，1951
年4月便随部队由泰县（今泰州姜堰）

辗转至安东（今丹东市），到达丹东后
得知他们作为第三批入朝部队奔赴朝
鲜战场。他被分在高炮62师2团3连
2排2班。作为一名炮兵，徐长根被选
拔为37小高炮的压弹手，负责打击对
我方阵地或运输线进行轰炸的敌机。

记得第一次上战场，那是在西海
岸的龙头山，徐长根所在的3连和1连
驻扎在山脚，2连和4连在山头。山头
的4连不慎暴露了目标，遭到敌机疯
狂轰炸，徐长根眼看着一些战友就这

么牺牲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徐长
根和战友们并肩作战，坦然面对敌人
纷飞的弹雨，“后来就不知道害怕了，
只有一个念头，将敌人天上的轰炸机
打下来。”

再战：苦战16小时，击落敌
机9架

而最让徐长根刻骨铭心的是
1952年的孟岩岭战役。3月13日，天
刚蒙蒙亮，他们就接到团部进军孟岩
岭的通知，战友们来不及吃饭，就直接
冲上阵地。阵地两个连，共8门37小
高炮，对空作战。当天，敌人共派出
20余批次约40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
我军交通运输枢纽、桥梁以及阵地。
敌机先是机枪扫射，然后扔炮弹，3连
阵地被炸得弹坑密布，笼罩在一阵阵
浓烟里。“一颗炮弹落在一门炮中间，
过后一看，炮和战友被炸得无影无
踪。”徐长根回忆，那次战役非常惨烈，
很多战友倒在了阵地上，单他们班就
有7名战士壮烈牺牲。

在长达16个小时的战斗中，他们
共击落敌军9架轰炸机，光炮弹就打
掉了三卡车。战斗结束后，因作战英
勇，徐长根经连队支部研究决定并报
团部党委批准火线入党，师首长在大
会上给予表彰。不仅作战英勇，徐长

根在构筑坑道工事中还表现出不怕牺
牲的精神。构筑坑道需要炸药，上级
提议志愿军报名在战场附近捡炸药或
哑弹。全连就三人报名，徐长根是其
一。其中一名战士无意中将一颗哑弹
摔爆牺牲了，另一名战士因害怕选择
了放弃。徐长根没有退缩，胆大心细
的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凭借捡拾炸
药800多斤的成绩，荣立个人三等功。

如今：没想到小康就在眼前

徐长根说，在两年多的战争经历
中，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出于隐
蔽的需要，他们往往选择在夜里进行
军事行动，白天或和衣倚着大炮，或靠
着阵地打个盹。上级命令一下，随时
出发。1957 年，徐长根作为最后一
批离朝志愿军的一员，回到祖国。

如今，91岁的老人生活幸福，与老
伴相互关心，住得不远的两个儿子时
常登门看望。逢年过节，市、区、街道、
社区四级政府工作人员会上门慰问，
送米送油的同时，都会问他生活有什
么困难。“我没有什么困难，现在日子
好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以前觉得
小康生活离得很远，没想到就在眼
前。”徐长根说。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王国柱
通讯员 刘凯翔 朱纯兵 贾宏伟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丹丹）韩国是
江苏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
源地。昨天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江苏将于2020年10月30
日在盐城市举办江苏-韩国企业家合
作交流会暨第二届中韩贸易投资博览
会。据悉，此次交流会是2020年疫情

发生以来江苏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对外
经贸交流活动。

据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津介绍，
江苏—韩国企业家合作交流会由江苏
省政府、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作为指导
单位，江苏省商务厅、江苏省外事办、盐
城市政府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
协力局共同主办，江苏省人社厅、省贸
促会、省青联、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韩国贸易协会、大韩商工会议所作为支
持单位，规模约400人。交流会主题为

“畅通产业循环，携手合作共赢”，旨在
加强与韩国企业对接交流，深化产业合
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实现合作
共赢。

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蒋巍介绍
说，盐城是江苏与韩国合作最密切、韩
资企业最集聚的城市。盐城成为许多
韩国人的“第二故乡”。盐城市于
2019 年举办了首届中韩投资贸易博
览会。为巩固 2019年首届博览会的
成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该市将于

2020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在盐城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二届中韩贸易投
资博览会。

本次大会仍由中国国际商会主办，
盐城市人民政府、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具体承办。拟邀请中国商务部与韩国
产业通商资源部等政府机构、大韩贸易
投资振兴公社与大韩商工会议所等商
协会，并邀请外国驻华使节、著名跨国
公司、世界500强与行业20强企业高
管、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参会。

疫苗要强制“上保险”了！
相关管理办法正征求意见

我省疫情以来最大规模对外经贸交流活动

江苏-韩国企业家交流会将举办

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炮兵压弹手徐长根：

“16个小时，我们击落9架敌机”

老兵徐长根和他的立功证书

扬子晚报讯（记者 黄凤）记者昨
日从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获悉，江
苏在全国率先开发自主就业退役军人
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库和手机APP已
正式上线。现已有近5000名自主就
业退役军人入库，70多家优质用人单
位注册提供各类优质岗位近2000个，
1000多名退役军人已上网登记求职。

据了解，平台将在摸清全省自主
就业退役军人底数，提高退役军人就
业数量质量，提升退役军人创业成功
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平台为退役
军人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打通
了用人单位和退役军人之间供需“堵
点”，满足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日益增
长的需求。

平台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退
役军人信息化建设“一库、两平台、一

支撑”要求，秉持“上下贯通、无缝对
接、江苏特色、适当超前、安全可靠”
原则。平台在省、市、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五级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运行。数据库登记自主就业退役
军人“四卡一库”信息，即基本信息
库、就业卡、创业卡、教育培训卡、社
保卡。手机APP有6个功能模块，分
别是“求职应聘”、“专场招聘”、“批量
招聘”、“个人信息采集”、“政策发
布”、“政策解读”，旨在为退役军人提
供就业信息咨询、岗位推送、法规政
策等全流程服务，便于退役军人知晓
国家政策，增加就业机会，熟悉了解
各地办事手续。

目前，该平台设的“求职应聘”栏
目与省政府政务网“企业法人库”链
接，用人单位首先经过“企业法人库”

的审核才能在平台注册、登录和发布
岗位，确保只有优质用人单位才可招
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人注册登录之后
可维护简历信息，根据本人特长检索
当地企业信息以及企业招聘信息并进
行简历投递，极大地简化了退役军人
的就业流程。“政策发布”栏目，集中发
布国家及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出台
的退役安置政策和相关事项办理流
程，各项法规政策按照行政区划分类
呈现，便于退役军人查找。推送热门
招聘、热门职位等和退役军人切身相
关的消息，便于退役军人及时掌握招
聘信息，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

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将
以平台为抓手，聚焦“六稳”、“六保”，
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江苏在全国率先推出
退役军人专属自主就业创业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