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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李邦军 周磊 沈果
朱士凯 季晓佳

本报记者 张理想

南谯
省际毗邻区 融合“加速度”

大型塔吊挥舞巨臂， 运输车辆往返
穿梭，浇筑车、推土机等机械设备隆隆作
响……日前， 作为南谯—浦口省际毗邻
地区新型功能区首个 100 亿元项目，南
谯区飞利浦智能家电产业园项目建设工
地异常忙碌。

“自 3 月开工以来 ，我们争分夺秒
抢进度，高峰期现场超过 500 个工人同
时作业。 ”宁滁毗邻区南谯片区建设管
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王郑介绍，目前项目
开工率已达 75%，预计 8 月底主体工程
实现完工。

滁州南谯与南京浦口山水相连、地
缘相近、人文相亲。 近年来，南谯区依托
区位优越、资源良好、腹地广阔等优势，
在产业、科教、交通、服务等领域全方位
对接浦口区，开展跨界合作共建。

省际毗邻区域率先突破融合， 是实
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便捷的路径，南
谯就从这里破题。 “我们与浦口区共建
50 平方公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合作成
立滁州南浦合作开发有限公司， 双方按
照 8∶2 出资，7∶3 收益分成， 为两地产业
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滁州南浦合作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谯经开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国斌介绍， 两区按照 “浦口推
荐、联合招商、共同研判、产业协同”合作
机制， 在南谯区先行规划 1000 亩 “飞
地”，采取共招、共建、共享等模式打造特
色园区。

截至目前， 南谯—浦口省际毗邻区
累计引进总投资 100 亿元的飞利浦高端

智能家电产业园、50 亿元的博晶半导体
显示 、20 亿元的弗我电子雾化组建项
目 、10 亿元的银禧新材料等 10 亿元以
上项目 11 个。 今年一季度，共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 4 个， 其中 50 亿元项目 1 个、
10 亿元项目 2 个、5 亿元项目 1 个。

全椒
医疗一体化 便民更暖心
“以前去南京看病，就怕挂不上号。

现在南京的专家来到了家门口。 ”近日，
全椒县中医院患者家属杨先生感慨道。

“我们每半个月派出一名眼科副主任
医师及以上人员，到全椒县中医院进行临
床教学查房、专家门诊和手术，让当地群
众省去一大笔交通费、住宿费。 ”南京市第
一医院眼科主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眼科专业副主任委员王农林说。

2012 年，南京市第一医院和全椒县
中医院共建眼科分中心并挂牌成立，充
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眼科诊疗资源优势，
用精湛的医术和优质的服务造福患者，
疑难复杂眼科和其他专科疾病都可以转
入南京市第一医院治疗， 患者的医保服
务报销也更加方便。

“看你这片子，应该是膝关节脱位。
如因软组织嵌夹等原因难以复位， 需要
进行手术切开复位来治疗。 你现在要多
注意休息，尽量避免重体力活。 ”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先龙的
话，让患者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2014 年 ，张先龙发起成立 “儒林论
道骨科高峰论坛”，利用每年“五一”“十
一”等假期，邀请长三角地区和北京、天
津等地的国内著名骨科专家到全椒开展
义诊 、 教学查房和公益手术活动 ，8 年
来，累计为近万名患者进行义诊和手术，
培训当地医务人员 2000 多人次。

“上海医疗卫生领域的软硬件条件

比较优越。 作为全椒籍医生，我希望把
上海的新技术 、新知识 、新经验带到家
乡来，提高家乡骨科医生的服务能力和
水平，为家乡父老的健康尽一点微薄之
力。 ”张先龙说。

近年来， 全椒县不断推进与长三角
地区医疗资源共建共享， 促成县级医院
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鼓楼医
院等 4 家医院建成 2 个紧密型医联体，
与南京市第一医院等 8 家医院开展科室
共建。 全椒县中医院与南京市第一医院
合作，挂牌“南京市第一医院全椒县中医
院眼科分中心”，定期邀请南京著名三甲
医院专家来全椒县开展坐诊。

全椒县人民医院与江苏省肿瘤医院
合作共建肿瘤中心， 肿瘤患者就诊率由
2016 年的 20%提升到 2021 年的 72%；
南京市儿童医院全椒分院、 全椒县中医
院与南京市第一医院合作共建眼科分中
心在当地形成较大影响， 全椒县人民医
院骨科、心内科、康复医学科建设在皖东
地区名列前茅。

“卫生健康事业作为重要的民生工
程 ， 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
‘排头兵’，我们积极引入长三角地区优
质医疗卫生资源，推动县级医院高质量
发展，通过与长三角地区医院建立医联
体及设立分院 、名医工作站 、博士工作
站等形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长三角地区的医疗服务。 ”全椒县卫健
委负责人说 ，下一步 ，全县将大力引进
优质医疗资源 ，把专家请进来 ，将患者
留下来， 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
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明光
优质水产品 畅销长三角
日前，天刚蒙蒙亮，一辆江苏牌照的

水产小货车就开进了明光市广源水产专

业养殖基地，准备装载鲜活的商品青虾。
“‘明光虾’壳薄、肉多、味美、鲜甜、口感
好，深受南京、无锡等地市民喜欢。 每次
货到批发市场，很快就销售一空。 ”水产
运输司机唐丰巧说。

广源水产专业养殖基地负责人邵建
彬拥有十几年在外打工经历，学到了先进
的养殖技术和经营经验。 几年前，他辞去
南方一家公司的高薪职位， 毅然回乡创
业。 “家乡水域面积广阔，有女山湖、七里
湖、花园湖等众多湖泊。 特别是安徽第二
大淡水湖———女山湖，浮游生物多、水质
清澈透明，又因火山爆发形成独特的自然
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蟹、鱼、虾生长，所产
的女山湖大闸蟹享誉省内外。”邵建彬说，
他在女山湖畔承包低洼地 3391 亩，开挖
精养蟹、虾池，建设起养殖基地。

“蟹籽、虾苗分别来自江苏盐城、浙
江湖州，养殖基地在明光。从 5 月起，青虾
开始上市；紧接着，青虾、罗氏沼虾、大闸
蟹大批量供应上海、南京、无锡等地市场，
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节前后。 基地大闸
蟹年产量 65 万斤，青虾、罗氏沼虾年产量
10 万斤，销售收入超过 3700 万元。 ”邵建
彬说，明光的水产品已深深地融入到长三
角一体化中，产品的上下游都在长三角。
养殖基地还将与浙江光大集团合作开发
“渔光山色”旅游，把明光的好山、好水、好
产品进一步推向长三角。

补齐人才链 建强产业链

■ 新华社记者 王菲

“这个月底公司新建的科研楼就可
以正式启用，为从上海、合肥等外地来的
‘周末工程师’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科研场
所。”安徽久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德兵告诉记者，“疫情下，企业练好‘内
功’才能危中寻机。眼下我们最渴求的就
是科研技术人才。 ”

此时正是麦黄杏熟的季节， 阳光灿
烂，微风徐来。 在萧县，企业家们一刻也
闲不下来， 他们一边做好厂区的常态化
疫情防控，一边忙于赶订单、找人才、抓
科研。加快创新发展，抓住疫情下区域产
业链、供应链变革机遇，成为不少企业家
的共同话题。

“疫情对中小企业是一次严峻考验，化
危为机的关键是要掌握核心技术。 ”安徽璜
峪电磁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夏益告诉记
者，“萧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位于淮
海经济区、徐州都市圈的中心部位，区位
优势、交通条件都不错，但是在县城，想要
招聘高科技人才，一度是个难题。 ”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向纵深
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价值链
加快融合， 跨区域间人才和创新要素的
柔性集聚和自由流动， 让夏益找到了解
决人才难题的“钥匙”。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先进
材料研究院、院士工作站、博士流动工作
站……以区域一体化发展为契机， 萧县
积极对接国内科研院校，搭建引才平台，
探索建立柔性引才机制，加大奖补力度，
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 “周末工程师”“候
鸟专家”等灵活形式，引进产业发展急需
的高层次紧缺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我们和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共建联合实验室， 围绕新材料新技
术开展联合攻关。 教授和博士们一般是

周末过来，周日下午赶回去。 疫情期间，
我们通过云会议、 电话来商讨科研课题
和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 ” 一提起新材
料、新技术，年近花甲的夏益兴奋得眼睛
发亮。 “高校就像一座科研宝库，教授和
博士们最熟悉前沿科技， 我们了解市场
方向，双方正好优势互补！ ”

依山傍水，花木葱茏，一座座科研孵
化楼错落有致， 位于萧县主城区的张江
萧县高科技园环境清幽。

“作为沪皖科创产业合作平台，张江
萧县高科技园受上海张江创新策源地的
辐射带动，探索品牌共享、平台共建、基
金共育、合作共赢，打破区域壁垒，营造
优良的科技创新生态。”张江萧县高科技
园服务中心主任董莉说，“通过改革破解
人才难题， 赋能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

“疫情加速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我
们与园区的其他工程机械制造企业抱团
发展，融入徐工集团的零部件供应链。 ”
王德兵告诉记者，“我们联系上海大学和
合肥工业大学，通过‘周末工程师’等形
式进行产学研合作，加快‘智造’升级。 ”

从互联互通到共建共享， 区域一体
化破壁清障， 使跨区域科技资源共享交
流越来越畅通。 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走
出“象牙塔”，走上生产一线，科技与产业
相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如今， 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副院长张惠和她的科研团队也加入了
“周末工程师”队伍。

“我们正计划和安徽璜峪电磁技术
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科研项目， 瞄准新材
料的‘卡脖子’难题开展科研攻关。 ”张惠
说，“作为高校科研人员，走入企业，与企
业并肩合作， 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市场需
要什么，从而明确科研方向，让更多的科
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更好地服务国家经
济发展。 ” （据新华社合肥 6月 3日电）

医保一体化 异地就医结算更便捷
■ 本报通讯员 吕华

“以前到南京看病 ，自己先行垫付
医药费， 出院后回县医保中心报销，费
时又费力。 现在我办理了异地就医网上
备案 ，出院可以直接结算 ，既减轻了垫
付医疗费用的压力，又省去了两地奔波
的烦恼，非常方便！ ”近日，来安县新安
镇红桥村患者江伟伟在江苏省人民医
院出院时，用医保卡直接报销了医疗费
用 2.85 万元。

近年来，来安县积极推进长三角医保
一体化， 不断优化异地就医转诊备案程
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
步拓宽异地就医网上备案办理渠道，破解
群众异地就医“垫资”和“跑腿”难题。 在长
三角地区就医的参保患者， 经备案后，出
院时仅凭已激活的社保卡，就可以实现直
接结算。 今年初以来，该县在长三角地区
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 6765 人次， 医保
报销 7061.32 万元；外地参保人员在该县
就医直接结算 65 人次，医保报销 28.5 万
元；职工普通门诊异地就医个人账户直接
结算 3992 人次，支出 18.89 万元。

来安县医保局局长耿林介绍，2017
年，该县开通了跨省异地住院直接结算，

实现了医保定点资格互认， 目前长三角
地区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近 6000 家医疗
机构。 2018 年，实现了长三角地区普通
门诊个人账户经备案后跨省直接结算，
全县四家县级医院全部接入国家医保异
地就医平台， 开通了外地人员县内就医
住院直接结算。 2021 年，来安与南京市
六合、浦口两地建立了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合作，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
记、异地就医结算备案、职工医保门诊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 4
项业务开展“跨省通办”，建立医保经办
服务跨界通道，实现医保经办服务“网上
办”“就近办”，为更大范围医保“跨省通
办”积累经验。

“我县严格落实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惠民政策，着力解决群众异地就医急难
愁盼问题。 ”耿林说，来安县将不断深化
长三角医保一体化发展，加强医疗保障
合作，推进医保异地结算和经办服务衔
接，逐步实现长三角地区医保关系转移
接续 、零星报销 、自助备案等 “一网通
办”， 拓展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结算服
务范围，促进长三角医保基本公共服务
便利共享，为长三角区域参保患者带来
更加便捷高效的就医报销体验。

蜀山区亮相长三角中心城区消费节
本报讯（通讯员 魏静杰）日前，“长

三角城市中心城区品质消费节” 活动在
无锡市梁溪区举行， 合肥市蜀山区作为
长三角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之一参
与活动，全区 11 家企业入选“2022 年度
长三角百家优质品牌商户”榜单。

“长三角城市中心城区品质消费节”
活动期间， 无锡市梁溪区、 杭州市上城
区、南京市鼓楼区、合肥市蜀山区、合肥
市庐阳区、 宁波市鄞州区等六大中心城
区联动，十大特色街区共同参与，百个品
质餐饮、购物、住宿消费品牌齐上阵，百

场消费促进活动云端聚首，拉开 2022 年
品质消费城区共建行动的序幕。

消费节活动现场全方位展示了蜀山
区的时尚商圈、特色街区、人文风情。 同
时， 消费节活动推介了长三角百家品质
消费企业及优质产品， 蜀山区上榜企业
有：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安徽古井云商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
限公司、银泰百货合肥政务店、唯品会合
肥城市奥莱、合肥万象城、合肥之心城购
物中心、金大地东西街、安徽邻几便利店
有限公司。

滁州市各地大力推动长三角地区
产业项目和医疗卫生、农特产品等领域
交流合作，让资源跨界流动，形成优势
互补、协作共赢———

资源跨界流动增动能

题图：6 月 2 日，在滁宁城际铁路来安县
水口段，工人们冒着高温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 滁宁城际铁路是全国首条跨省城
际铁路，东起南京北站 ，西至滁州高铁
站，线路全长 54.4 千米 ，是推进滁州与
南京同城化 、协同江北新区发展的 “一
号工程”， 对滁州融入长三角具有重要
意义。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荩 淮北市濉溪县经济开发区内，安徽天凯光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光缆生产线上赶制订
单产品。 近年来，该开发区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为契机，积极构筑承接平台，引导新兴领域企业
加速成长，抢抓 5G 时代市场机遇，相继引进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项目，打造光通信
产品产业链条。 本报通讯员 李鑫 周华东 摄

荨 淮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安徽灰
熊视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商业显示生产
线上忙碌。 该园区目前签约入驻 17 家新型
显示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煤电资源型城市，
淮南市加快产业转型，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连续 5 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 高新技术企业数实现倍增，非
煤电产业发展迅速。

特约摄影 陈彬 摄

明光经开区“牵手”上海青浦园区
本报讯（通讯员 季晓佳）近日，明光

市经开区与上海青浦园区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合作期两年，提出两地有向外转移
意向的企业及辖区高新技术企业优先在
对方落户， 本园区承接不了的项目优先
向对方推荐。截至目前，明光经开区已承
接上海转移项目 5 个 ， 总投资 23.5 亿
元，并全部开工建设。

根据协议， 明光市经开区与上海青
浦园区在资源、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
开展携手共建，重点围绕绿色涂料、装备
制造、新材料、高新技术等产业优势，开
展互补合作。 双方互派干部开展挂职锻

炼，重点学习对方园区建设经验，并开展
“双招双引”。 截至目前，明光市已选派 3
名干部至上海挂职学习，累计收集 10 余
条招商引资线索。此外，双方将进一步打
通政务服务跨区域数据壁垒， 鼓励企业
家在两地兴办企业。

据悉，明光市已投资 4.8 亿元，建设约
21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用于承接长三角
地区转移项目，项目签约后只需简单装修
即可设备进场生产。 该市开设长三角地区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综合专窗 2 个，可办
涉企事项 30 个、个人事项 21 个，有效提
升长三角项目转移落户服务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