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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在行动

新华社上海 9月 27日电 聚焦
骨科脊柱类耗材，第三批国家组织
高值医用耗材集采 27 日产生拟中
选结果。本次集采拟中选企业 152
家，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84%，预计
每年可节约费用 260亿元。

此次集采根据颈椎、胸腰椎手术
的需要，覆盖颈椎固定融合术、胸腰
椎固定融合术、椎体成形术、内窥镜
下髓核摘除术、人工椎间盘置换术 5
种骨科脊柱类耗材，形成14个产品系
统类别。这是继冠脉支架、人工关节
后启动的第三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耗材集采。

骨科脊柱类耗材

平均降价84%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10 月 1 日起，我省将试行基本医
疗 保 险“ 省 内 大 病 无 异 地 ”保 障 政
策。近日，省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
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大病无异地”保
障政策的通知》，7 种大病在 5 家省属
医院，免备案即可直接结算，报销按
县级医院标准执行。

据悉，在省医保局按照临床路径

明确、医疗费用总体稳定，但市级、县
级医疗机构暂不具备诊疗条件或诊
疗技术尚不成熟，需要转具备收治能
力的高级别医疗机构就医的原则进
行遴选病种。在充分征求省市医疗
机构意见基础上，结合地市反馈意
见，筛选确定肾衰竭、肝衰竭、垂体腺
瘤、主动脉夹层（A 型）、颈静脉孔区
肿瘤、帕金森、大面积烧伤（多处三度
烧伤）等 7 种疾病为“省内大病无异

地”保障政策试点病种。
为保障参保群众看病就医权益，兼

顾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布局，遴选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蚌埠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弋矶山医院）等5家省属医院为试点病
种救治医院。试点医院位于合肥、芜
湖、蚌埠，分属皖中、皖南、皖北，方便参

保群众就近就便就医。
参保群众患有上述 7 个试点病

种疾病，符合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规
定，在试点省属医院住院治疗的，无
需办理医保转诊转院手续，出院时即
可享受联网直接结算待遇。报销政
策执行参保地二级和县级医疗机构
起付线及报销比例。即不提高住院
起付线，不降低报销比例，切实减轻
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省内大病无异地”政策启动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目前，《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3 年 112 项试点任务已
经完成了 91%；探索形成 100 多项创
新案例，其中 17 项是全国首创，累计
入驻企业 2.5 万家、实际利用外资 11
亿美元、实现进出口 2993 亿元、税收
579 亿元，以不到全省千分之一的面
积，贡献了全省约 26%的进出口额、
10%的实际利用外资、4%的新设企业
和 7%的税收；区内实有‘四上企业’
1742 家、两年增加 527 家；营业收入过
百亿企业 14 家、两年增加 6 家；高新技
术企业 1918 家，占全省总量的 16.9%，

两年增加 456 家。”9 月 27 日，在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商
务厅厅长、省自贸办主任方旭介绍了
安徽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情况。

自 2020 年 9 月 24 日揭牌以来，安
徽自贸试验区坚持“为国家试制度、为
地方谋发展”，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建机制、抓重点、抓关键，全面完
成两周年目标任务。两年来，安徽自
贸试验区突出“贸易+投资”，开放高
地的带动力进一步增强。创新开展综
合保税区“无感通关”“船边直提”“抵
港直装”等试点，跨境贸易通关时间大
幅压缩；建成运行中国（安徽）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全面实现“一个平台、

一次提交、一键办结”，主要功能覆盖
率 100%。今年 1 至 8 月，安徽自贸试
验区进出口额 1228.2 亿元，同比增长
34.1%，高于全省 18.9 个百分点，跻身
全国自贸试验区前 10；诞生了联宝电
子 1 家进出口超 100 亿美元外贸企业，
引育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
光伏三大百亿级出口产业集群。

“科技”和“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双
引擎”。两年来，安徽自贸试验区突出“科
创+人才”，产业高地的竞争力进一步提
升。安徽自贸试验区设立两年来，累计签
约落地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660个、协
议引资额4606亿元。围绕打造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率先创新利用

产业化经费对拟孵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探索推进国有新型研发机构市场化改革，
率先打造技术应用场景对接发布机制，突
破了一批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助推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落户自贸试验区。

两年来，安徽自贸试验区营商高
地的集聚力进一步彰显，创新高地的
辐射力也进一步体现。在赋权片区上
做到应赋尽赋，向片区下放 25 个部门
的 212 项管理权限。其中，合肥片区
下放权限惠及 3000 余家企业；芜湖片
区开展行政审批相对集中权改革；蚌
埠片区企业注册时间压缩 80%。

国家 278 项制度创新成果应复制
尽复制，已经落地实施 258 项，复制率
达到 92.8%。同时，安徽自贸试验区
在 3 个自贸片区以外的 13 个省辖市设
立联动创新区，实施支持联动创新区
建设十项举措，形成全省“自贸试验
区+联动创新区”协同发展新局面。

安徽自贸区两周年“成绩单”出炉

17个创新案例“全国首创”

本报讯（首席记者 张玉芳）9 月
28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2 世界制造
业大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大会
共促成合作项目 567 个，总投资额
3794 亿 元 ，吸 引 省 外 资 金 3389 亿
元。大会期间，遴选了 101个项目在
开幕式和各“六百”项目对接活动上
举行了签约仪式，总投资 1943亿元。

本次大会共邀请到 4621名嘉宾
参会，包括国家部委领导、外国驻沪
驻穗领事、外省（区、市）领导，院士
及专家学者，国际组织及境内外商
协会、境外 500强及跨国公司、央企、
知名企业负责人等。大会展览展示
总面积 5.9 万平方米，共组织参展企
业 645 家，展出产品 5000 余件，线下
累计接待观众 5.9 万人次，线上展会
各类业务访问量达 1008万人次。

以会招商，力求项目合作务实
有效。大会坚持走出去、引进来，以

“科创+产业”“龙头+配套”“基地+
基金”模式，深化央企、民企、外企、
港澳企、台企、侨企等“六百”项目对
接活动，探索运用预对接、预撮合等
精准方式，推动先进制造业领域“双
招双引”扩量增效。

今年大会首次引入了 2022 国
际（合肥）新能源汽车展、中国安徽
国际塑料产业博览会和中国国际机
电产品交易会 3 场市场化展览，参
展企业 373 家，其中省外企业占比
达 60.3%。据统计，市场化展现场
成交金额约 3.5 亿元，意向成交金额
超过 50亿元，取得了显著成效。

制造业大会

吸金3794亿

国庆节放假，本报休刊两
期，10 月 4 日、7 日无报，10 月
11 日正常出报。休报期间，敬
请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
新闻。读者朋友，可扫描本报
下方微信二维码，或搜索“天都
新闻”（安徽日报农村版微信公
众号），加“关注”即可。祝读者
朋友国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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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预计 9 月 30 日-10 月 3 日淮北
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淮河以
南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4 日起我
省有降水过程。

9 月 30 日-10 月 3 日我省气温
逐渐升高，10 月 1 日淮河以南、2-3
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 35℃以
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淮北地区北部
最高气温可达 30～33℃，淮北地区
中 南 部 33～36℃ ，沿 淮 淮 河 以 南
35～37℃，局部 38℃左右；4 日起受
强冷空气影响，有大风降温天气。

短暂高温

淮北有雨

9 月 27 日 ，
安徽师范大学附
属含山实验小学
开展“喜迎二十
大 祝愿祖国好”
主题教育活动，
学生们通过升国
旗、唱国歌、与国
旗合影等活动，
表达对祖国的美
好祝愿。

欧宗涛
许丽 摄

喜喜迎国庆迎国庆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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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张玉芳）9月 29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推进长三角
区域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规
定》。这是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大常委
会聚焦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在民
生领域率先探索的一次区域合作协同
立法。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相
关规定，将于10月1日起同步施行。

依据规定，今后，长三角三省一
市区域内，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
化体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金融服
务等领域，可实现社保卡一卡多用、
跨省通用。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将惠

及长三角三省一市 2.35亿人口。
规定明确，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

卡持卡人可以按照规定凭社会保障卡
办理就业创业、劳动关系、人才人事等
人力资源业务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
保障业务；可以持加载交通联合一卡
通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乘坐公共汽车、
电车、轨道交通、轮渡等公共交通工
具；可以凭社会保障卡享受公共图书
馆入馆阅览、公共博物馆入馆参观、旅
游景区入园游览等便利服务。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的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卡
持卡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异地

就医备案手续后，还可以持社会保障
卡在本省以外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

我省还将与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共同推进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
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社会保险待
遇等，相关部门新开设的居民服务类
发放账户原则上采用社会保障卡，逐
步实现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发放各
类居民服务类补贴项目。推进财政
供给人员工资待遇通过社会保障卡
发放，鼓励各类企业通过社会保障卡
发放员工工资待遇。

我省将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共同研究长三角一卡通相关重大事
项。共同编制长三角一卡通应用项目
清单、实行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鼓励相关部门通过社会保障卡加载更
多业务应用功能，逐步扩大应用领域。

截至今年 7 月，长三角三省一市
通 过 线 上 和 线 下 567 个 窗 口 ，打 造
138 项跨省通办服务事项和服务场
景应用，全程网办 540 多万件，居民
异地就医门诊结算 980 多万人次，结
算费用 26 亿余元，实现了长三角区
域 41 个城市全覆盖，为实施长三角
区域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打
下了良好基础。

长三角将实现社保卡“一卡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