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4 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主办的“Go Jiangsu”海外社交媒体外
籍粉丝线下行——走进江海明珠南通活
动走进造物天地文化体验馆。来自意大
利、墨西哥、日本、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外籍
粉丝们身着汉服，在国家级非遗南通蓝印
花布和仿真绣的传承人指导下，体验植
物染料扎染工艺，制作蓝染手帕等，感受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Go Jiangsu”海外社交媒体外籍粉丝
线下行活动是江苏省主办的特色外宣品
牌活动。自 2018 年起，该活动已组织逾
百名外籍粉丝赴江苏各地采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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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医疗保障局组织
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14日在天
津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拟中选
髋关节平均价格从 3.5 万元下降至
7000元左右，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
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

人工关节置换是治疗因外伤、运动
损伤、退变老化等原因导致的股骨头坏
死、关节损伤、骨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有
效手段之一。由于骨科耗材技术分类
和组合复杂，难以直接竞争，长期以来
是集中采购的难点，价格虚高明显，患

者负担较重。
这次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首年

意向采购量共54万套，占全国医疗机
构总需求量的90%。按2020年采购价
计算，公立医疗机构人工髋、膝关节采
购金额约200亿元，占高值医用耗材市
场的10%以上。

在总结冠脉支架集采成功经验基
础上，本次集采着眼于尊重临床需求和
关节类产品特点，对采购规则进一步探
索创新。一是按产品系统实施采购。
根据临床使用特点，将临床完整手术所

需的多个主要部件组合为产品系统实
施采购，避免部分必要的部件因未中标
而短缺，以及部分部件因未被纳入集采
而涨价，确保临床治疗的整体性和安全
性。二是充分考虑临床伴随服务。关
节类手术需要企业提供“跟台”等临床
伴随服务，本次集采企业报价时单列伴
随服务费用，确保产品稳定供应和使
用，有利于中选结果顺利落地。

本次集采共有48家企业参与，44
家中选，中选率92%。内外资企业均有
产品拟中选，既包括医疗机构常用的知

名企业，也包括新兴企业，兼顾市场稳
定性和活力。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
采购司司长丁一磊表示，人工关节类骨
科耗材集采的成功开标，体现出深化高
值医用耗材治理的决心，为推动集采制
度框架更完善、规则更成熟做出有益探
索，对深入推进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具有
重要意义。

据了解，预计 2022年 3月至 4月
份，患者可以用上降价后的人工关节集
采产品。

扬子晚报讯（记者 季宇轩）9月
23日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省组织指导委员
会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活动相关情况。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省级主场活动为
徐州市新沂棋盘镇“同庆丰收感党恩
强村富民促振兴”活动。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中国
农民丰收节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的第一年，组织实施好
今年的丰收节活动，具有特殊意义。丰
收节省组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二级巡视员黄非介绍，今年农民
丰收节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引
导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和社会各界开展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庆祝活动。

全省活动的总体安排为“1+3+
N”，即1个省级主场活动、3个省级重

点活动和若干地方活动。其中，1个省
级主场活动为徐州市新沂棋盘镇“同
庆丰收感党恩 强村富民促振兴”活
动；3个省级重点活动分别为泰州兴化

“稻香蟹肥 和美兴化”活动、常州武进
“首届滆湖赶湖节”活动、淮安涟水“首
届涟水芦笋节”活动；若干地方活动重
点是鼓励县（市、区）支持培育至少1项
特色鲜明、内涵丰富、贴近农民生产生
活的节庆活动。

同时，全省还将积极参与长江经
济带11省市联动庆丰收活动、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等全国活动；丰收节省组
委会各成员单位也将组织指导开展包
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我
把丰收献给党”专题宣传等在内的一
系列活动。今年还将首次聘请“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
范”“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同志，

扬州大学水稻产业工程技术研究院院
长、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家、中国工程
院张洪程院士和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
物研究所所长、全国劳模、著名水稻育
种专家王才林研究员等3人担任首批

“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推广大使”，进
一步发动社会各界对丰收节的广泛关
注，提升节日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
力，推进成风化俗，引导带动城乡同庆
丰收，共创美好未来。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主场活
动将在新沂市棋盘镇举办。据新沂市
副市长张静介绍，市委、市政府成立了
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下设8个工作组具
体负责活动的策划和运作等各项工
作。棋盘镇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主
场活动，安排了独具特色的欢迎仪式、
开幕式以及展览观摩、“晒丰收”、农民
论坛、农民趣味运动会等一系列活动。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活动发布

同庆丰收感党恩 强村富民促振兴

扬子晚报讯（记者 姥海峰 孔小
芳）9月14日，为落实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和省政府《关于积极应对疫情
影响助力企业纾困解难保障经济加快
恢复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大对文旅企
业纾困帮扶力度，促进全省文旅市场
加快全面复苏，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财政厅联合出台《关于助力文旅企
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再推重磅“苏八条”。

“苏八条”具体包括：加大对旅行社
企业支持力度，调剂安排省级文化和旅
游发展资金2100万元，对旅行社企业
进行奖补，在社保税收、融资贷款、产品
研发、市场拓展、人才培训和品牌培育
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调剂安排省级文

化和旅游发展资金3500万元，扶持重
点旅游景区（村镇）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调剂安排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资金
1000万元，帮助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加
快恢复运营；强化旅游产业发展基金支
持，免除南京市、扬州市旅游产业发展
基金在贷项目2021年下半年利息，免
除其他设区市在贷项目2021年第三季
度利息；提前组织开展2022年度省级
文旅产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支持文旅
产业项目建设；启动第二批省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单位申报工
作，从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资金中调剂
安排1500万元，对认定的建设单位给
予适当补助。组织开展“水韵江苏·有
你会更美”全省文旅消费第二季系列活

动。鼓励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推出
文旅消费惠民措施，发放文旅消费券，
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扩容提质，如溧阳
1000万消费券已开始发放，市民都可
通过微信小程序“惠游溧阳”或溧阳文
旅官方微信进行预约；以“水韵江苏”为
主题，利用多媒体媒介渠道，加大对全
省文旅资源的宣传推介；做好纾困惠企
政策服务，梳理国家和省出台的普惠性
纾困惠企政策中涉及文旅企业的支持
政策，形成“政策工具包”。搭建政银企
合作平台，适时组织2021年度重点文
旅项目金融对接集中签约，推动设立文
旅特色支行。联合省农村信用社推出

“乡旅E贷”专项信贷产品，支持全省乡
村旅游发展。

江苏省海选
青年榜样开始啦！

扬子晚报讯（记者 许倩倩）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为大力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选树并发挥社会各界青年典型
的引领作用，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
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通信管理局、
江苏省青年联合会正式启动2021海
选“我们身边的好青年”活动。

本次活动聚焦乡村振兴主题，
结合疫情防控实际，本着“不求高大
全但求真善美”，寻找、挖掘各领域
江苏好青年。凡在14至40周岁之
间，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积极要求上进的江苏籍或在江
苏居住、工作的省外境外青年均可
作为推荐对象。

社会各界人士均可通过活动专
题 网 页（http://hqn.jschina.com.
cn），以微语录（一句话或一段话概
括个人心中的核心价值观）、微故事
（一段能够准确反映自己申报类型
的感人故事）、微图片（一张反映个
人学习、工作或生活的照片）、微传
播（反映传播正能量活动）、微联系
（推荐人和被推荐人的真实身份信
息、联系方法）的形式推荐自己熟悉
的青春榜样或自荐。也可扫描活动
海报或宣传片上的二维码登录网
页，直接用手机推荐好青年。网络
推荐时间为9月10日—10月15日。

推荐类型包括：疫情防控好青
年、爱岗敬业好青年、创新创业好青
年、勤学上进好青年、崇德守信好青
年、乡村振兴好青年等。

活动组委会将通过团省委官微
选出“每周一星”（疫情防控之星、爱
岗敬业之星、创新创业之星、勤学上
进之星、崇德守信之星、乡村振兴之
星），“每周一星”在同等条件下将优
先进入180名好青年候选人。

自2011年起，共青团江苏省委
连续十一年开展“我们身边的好青
年”海选活动，活动共推出1100名
省级好青年，其中20余名当选“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深入了解青年所思所想、所作
所为，讲好青年的爱国故事、创新故
事、奋斗故事、成长故事，努力以青
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青年群体正
能量，在同频共振中凝心聚力，在润
物无声中实现精
准引导，让青年一
代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接力赛中跑
出好成绩！ 长按查看详情

人工关节“集采”平均降价82%
髋关节从3.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膝关节从3.2万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

江苏省再推文旅行业专项扶持“苏八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