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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广州职工医保缴费——

未达规定年限有望一次性缴纳
南方日报讯 （记者/吴晓娴）
“病有
所医，病有良医”是群众的根本诉求。
近日，
《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征求
意见稿）》
（下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时间截至下月 4 日。
《办法》对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未达规定年限的
参保人员，在原有按月延缴政策基础上
新增一次性缴纳制度的规定，并进一步
扩大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取消了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该市户籍限制，
公平地推进应保尽保。
关于《办法》的制定说明介绍，
《广

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为广州医疗保
至规定年限。
险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于 2015 年 7 月 1
《办法》还调整了关于灵活就业人
日起施行。为了适应改革需求和不断
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将
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广州制定新 “本市户籍”改为
“就业地或户籍地在本
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直面全
市”，取消了该市户籍的限制，为非该市
市 1400 多万参保群众，乃至近 2000 万
户籍在该市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打开
常住人口的切身利益。
了制度通道；调整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
关于对缴费未达规定年限的参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范
人员，
《办法》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围，将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时，未达到该市规定的职工基本医疗保
持有人纳入；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年限的人员，可以继续参加职工
险可中途参保的人群范围；在补缴处理
基本医疗保险，选择按月或一次性缴费
时，按照有利于参保人的价值取向补付

医保待遇，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
《办法》将国家、省改革文件
中作出规范的政策框架、制度名称和政
策项目名称等内容固定在规章中。比
如将广州市原职工重大疾病和补充医
疗保险合并成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用人单位和参保个人均无需另行缴纳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费，参照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有关费用从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列支，并维持现行重大疾病医疗补
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政策待遇；参加
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同步享

受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规范制度名称方面，
《办法》将“职
工社会医疗保险”
“ 城乡居民社会医疗
保险”修改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范政策项目
名称，删除
“指定慢性病”表述，将
“门诊
特定项目”
修改为
“门诊特定病种”。
同时，为更好贯彻落实国家、省下
一阶段医疗保障重大改革部署，保证规
章的稳定性，
《办法》删除了原有对起付
线、起付标准、缴费比例、缴费年限等方
面的具体规定。

文明 跃

韶关乳源退休教师唐亚水：

为救重病儿子负债
省吃俭用偿还80多万

唐亚水。

各区要设不少于1000平方米
综合性非遗集中展示场所
施跨界融合和聚集化发展等创新举措。
为重点解决基层非遗保护活力不足
的问题，
《实施方案》提出全面落实政府
职责并纳入考核，包括把非遗保护工作
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联席会议
机制、将非遗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等举措；国有物业优先租用于非遗，租
期可延长至 12 年，这有利于解决非遗传
承场地不足的困难。
在全面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方面，
《实施方案》提出包括多层级的非遗名录
管理、多层次的体验设施建设、多维度的
数字化保护等举措。
除了建设市级非遗展示中心外，
《实
施方案》提出各区要设立不少于 1000 平
方米的综合性非遗集中展示场所，更充
分地实践“见人间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 车陂村端午扒龙舟。
理念。
为了激发以传承人为核心的传承活
力，广州将大幅度提高传承人补助标准、
提升代表性传承人传承能力、建立传承
人能力考评体系。补助经费分为生活补
助和传承补助，传承补助额度将提升，并
加强评估和动态管理。
聚集化将作为非遗未来发展方向，
包括将多处城市地标打造为岭南文化综
合展示体验地、建设区域性非遗聚集区。
此外，广州还将发动社会广泛参与
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非遗“五在”工程，将非遗进景区、进博
物馆、进校园、进商场、进社区提升到新
阶段，实现非遗在景区、在博物馆、在校
园、在商场、在社区，
厚植非遗传承土壤。 即将投入使用的广州文化馆非遗园。

花光积蓄

全力救治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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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非遗街区（永庆坊）。

产业规模全国第一，新获批药品数量创三年新高

粤
“两品一械”多个创新项目全国首创
呼吸机等多项抗疫产品获批注册
副局长严振表示。
角膜。这一产品打破了外国技术壁垒， 户横琴。
数量全国第一、全省新冠疫苗产量从
多项成果有效助力疫情防控。截
实现国产人工角膜
“零的突破”，解决了
同时，省药品监管局还推动在横
247 万剂/月增至 1324 万剂/月、实现
至目前，广东已获批注册的新冠病毒检
眼科产品
“卡脖子”
问题；
琴粤澳产业园成立“粤澳医疗机构中
国产人工角膜
“零的突破”
、 成立粤港
测试剂、呼吸机、医用口罩、防护服、红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药制剂中心”，并获得《医疗机构制剂
澳中医药政策与技术研究中心和粤澳
外体温计数量均位列全国第一。推动
的“派安普利单抗注射液”项目获批上
许可证》，
“ 益气甘露颗粒”获得首个备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中心、建设粤港澳大
深圳康泰生物的疫苗紧急使用和上市
市生产，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创新抗
案文号。
湾区最大的生物医药安全评价实验室
接种，助力珠海丽珠单抗的疫苗向国家
PD-1 单克隆抗体药物。
“我们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最大
……5 月 12 日，记者从省药品监管局新
药监局提出附条件生产上市申请，促成
全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十
的生物医药安全评价实验室，助力前海
闻发布会获悉，广东生物医药产业“三
广东一方制药的化湿败毒颗粒获批上
足。2021 年，广东获国家新批准的药
合作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严
重（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地区）”创
市。同时，省药品监管局探索完善疫苗
品数量 97 个，创三年来新高，现有药品
振透露，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检查大湾
新服务取得多项新成果。
紧急使用监管，先后派出 37 个专项监
有效批准文号 11509 个，居全国第二。 区分中心、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
截至目前，广东“两品一械”获证生
督检查组共 151 人次检查员现场检查， 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 25 个，居全国
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等重要平台建设
产经营企业超过 24 万家，位居全国第
助力全省新冠疫苗产量从 247 万剂/月
第二；现有医疗器械二类注册证 11083 也加快推进。
一；
“ 两品一械”生产流通总值超过万
提升到 1324 万剂/月。
个，占全国近 15%，连续 6 年全国前二；
省市区创新协同机制，促进区域
亿元，位居全国第一，成为战略性支柱
创新项目上市“快车道”开通，多项
持证化妆品生产企业 2943 家，占全国
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省药品监管
产业。
目实现
“全国首个”
“湾区首个”：
的 56%，化妆品注册备案产品 163 万
局与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管委
第三批“三重”创新服务名单在会
——省药品监管局构建重点项目
个，
占全国的 71%。
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国家药监
上公布。今年，省药品监管局将推动
国家审批快速通道，推动广州百济神
局药品、医疗器械两个分中心在黄埔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最大
13 个重点项目创新发展，其中 5 个为一
州药业成为上海百济神州抗癌新药
区设立广州工作处；与广州市市场监
生物医药安全评价实验室
类新药项目。
“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的受托生产企
管局、白云区政府签订“白云美湾”美
业，审批用时不到 100 个工作日。这
粤港澳大湾区医药合作不断提
丽健康产业园建设发展合作协议，携
全省月产新冠疫苗
是国内首个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增加
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纳入第二批
手打造全国化妆品产业先进核心制造
达 1324 万剂
生物制品受托生产企业及生产地址获 “三重”名单中的
“重点区域”，目前粤澳
基地。
“我们先后发布了两批次共 19 个
准的案例；
中医药产业园内已成立
“粤港澳中医药
省药品检验所则与黄埔区合作共
重点项目、15 家重点企业和 5 个重点地
——广东佳悦美视生物科技有限
政策与技术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
建药物安全评价中心，建立全国首创省
区名单，一年多以来，实打实转化了一
公司的
“领扣型人工角膜”获批上市，成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峰会暨生物医药与
区协同监管新模式，实现药品注册检验
批项目成果。”省药品监管局党组成员、 为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人工
健康产业集群创新（横琴）大会永久落 “区局抽样区内送检”，检验周期由以往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物价指数显示：

4 月广东 CPI 温和上涨，PPI 涨幅回落
5 月 12 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
队发布广东物价指数显示，4 月份，广东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2.4%，环比上涨 0.3%；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4.3%，环比上
涨 0.5%。
从前 4 月平均看，CPI 比上年同期
上涨 1.9%，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4.6%。
专家分析认为，受国内、省内疫情
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
影响，广东物价存在一定上涨压力，但
从数据看，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
做好保供稳价，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涨幅与 3 月份

持 平 ，PPI 环 比 和 同 比 涨 幅 均 有 所 回
落，体现广东保供稳价取得成效。
4 月份，从环比指数看，食品价格环
比由 3 月份下降 2.4%转为上涨 0.2%，影
响 CPI 上涨约 0.04 个百分点。
食品中，鸡蛋、薯类、糖果价格分别
上 涨 3.6%、3.3% 和 3.2%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1.3%，降幅较 3 月份缩小 6.8 个百分
点；鲜果、食用植物油、鸡、鲜菜价格分
别上涨 2.2%、0.7%、0.3%和 0.2%；畜肉
类、粮食、淡水鱼价格分别下降 0.9%、
0.7%和 0.2%。
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
3 月份扩大 0.2 个百分点。

4 月 份 ，从环比指数看，PPI 上涨
0.5%，涨幅比 3 月份收窄 0.1 个百分点。
其中，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7%，
涨幅比 3
月份收窄 0.3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由
3月份下降0.2%转为上涨0.1%。
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 通讯员 粤调

通讯员供图

韶关市乳源退休教师唐亚水今年 65
岁了，本到了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时
候，然而，8 年前的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
他的生活。2014 年 8 月，唐亚水的儿子
唐志良不幸患上脑出血，为给儿子治疗，
他变卖房产，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欠下
近 110 万元债务。
儿子去世后，唐亚水省吃俭用还债，
还种菜养鸡，尽可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
活。5 年来，他累计还了 80 多万元，离还
清债务的日子越来越近，成为当地诚信
守信的典范。日前，唐亚水获评 2021 年
第四季度
“广东好人”
称号。

广州出台加强非遗保护新方案

南方日报讯 （记者/郑慧梓 通讯
员/穗文广旅宣）5 月 12 日，
《广州市关于
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实施方案》
（下称《实施方案》）正式出
台。
《实施方案》涵盖时间为 2022 年到
2035 年，明确非遗保护工作纳入政府考
核评价体系、国有物业优先租用于非遗
并可延长租期至 12 年、各区设立不少于
1000 平方米的综合性非遗集中展示场
所、大幅度提高传承人补助标准等非遗
保护措施。
作为长期指引广州非遗保护工作的
政策性文件，该《实施方案》涵盖时间为
2022 年到 2035 年，致力于充分发挥广
州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
作用，培育提升文化中心功能，更好地保
护传承广州非遗，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岭
南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振
兴，实现非遗保护工作的新格局、新作
为、新活力。
《实施方案》共提出三个阶段的实施
目标：到 2022 年，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得
到明显改善；到 2025 年，非遗系统性保
护水平得到提升；到 2035 年，非遗得到
全面有效保护。
为实现上述目标，
《实施方案》提出
健全保护工作制度机制、完善保护传承
工作体系、全力实施非遗绽放工程、大力
推动非遗高质量发展四大工作任务，并
细分为 18 项具体任务，涉及到广州各区
政府和多个市直部门。
具体而言，
《实施方案》提出了构建多
维度保护体系、推动非遗“五在”工程、实

广东好人

的 6 个月压缩至 1 个月以内。

今年 5 个一类新药项目有望
提速
会上，第三批
“三重”创新服务名单
发布。其中，重点项目 13 项，包括 8 个
创新药品、4 个创新医疗器械和 1 个化
妆品新原料项目；涉及广州、深圳、佛
山、东莞、惠州、肇庆、湛江等地共 13 家
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列为
重点企业。
药品重点项目中有 5 个是一类新
药，其中 2 个是治疗新冠肺炎的化学创
新药，1 个是治疗淋巴瘤的化学创新
药，2 个是中药创新药。医疗器械项目
中有 3 个是三类医疗器械，其中 2 项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产品。
省药品监管局还将深圳市维琪医
药研发有限公司申报的化妆品新原料
纳入重点项目名单。
“ 原料配方的创新
是化妆品创新的核心内容。目前全国
化妆品新原料的备案品种较少，仅有
15 个，其中广东 3 个。推动新原料研发
的突破和发展，将对广东化妆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省药品
监管局化妆品监管处处长陆霞表示。
南方日报记者 陈晓

2014 年 8 月的开学日，唐志良牵着 6
岁的女儿，有说有笑地走向乳源瑶族自
治县第一小学报到。走到半路，只听见
“砰”的一声，唐志良突然晕倒在县城路
边。唐亚水得知后，匆忙赶到现场，将儿
子辗转送进市粤北人民医院。经医生诊
断，
确诊为脑出血，
需要立刻进 ICU。
医生的话犹如一记重锤，敲在老人
唐亚水的心上，但他不能倒下，他要照顾
好儿子。为了能时刻守候在儿子身旁，
唐 亚 水 买 来 一 张 折 叠 椅 ，晚 上 就 睡 在
ICU 病 房 外 的 家 属 等 候 室 。 饱 受 着 高
温、蚊子和噪音的侵扰，唐亚水几乎没睡
过什么好觉，他只有一个心愿：儿子的病
能一天天好转，
健康归来。
随着住院时间不断拉长，高昂的医
药费和护理费让唐亚水心力交瘁。唐志
良的医保是在东莞买的，异地就医只能
报销 20%左右的医疗费用，加上一些特
定药物无法报销，治疗费用像滚雪球一
般增多。唐亚水攥着存折，一遍遍确认
着医院账单，不到一年时间，已花光 30
多万积蓄，以及卖掉县城二手房得来的
26 万元。
然而，唐志良的病情却一直不见好
转。
“ 唐老师，算了吧！治疗费加上孙儿
们，你怎么负担得起呀？”面对亲戚朋友
的好心劝阻，唐亚水抹去泪水，坚定地一
口回绝：
“ 这是我的儿，我就算砸锅卖铁
也不会放弃他。
”

信守承诺

用爱陪伴孙儿成长
2016 年 1 月，唐志良的病情逐渐恶
化，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离世，伤心欲
绝的唐亚水一夜之间白了头。
儿子去世后，家里欠了近 110 万元
的债务。面对丧子之痛和沉重的经济负
担，唐亚水没有被生活击垮，他说：
“孙子
孙女还小，我不能倒下，要继续撑下去，
给他们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为了减少家里的支出，唐亚水在自
家田里种上了时令蔬菜，养了十多只鸡，
尽可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儿媳在东
莞工厂打工赚钱补贴家用，他一人担起
了照顾孙子孙女衣食起居，陪伴他们成
长的担子。
“做人一定要讲诚信。”为了尽快还
完债务，唐亚水省吃俭用，每月取出自己
的退休金和儿媳、女儿打过来的钱，除了
给家里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其他的还没
有
“焐热”
，就及时送上门偿还。
乐观守信的唐亚水相信“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
即使日子再难熬，
总有苦尽甘
来的一天。
“虽然现在日子过得苦点，
但我
还有退休金，
可以逐月还债务。5 年来，
我
已经累计还了 80 多万元，离还清债务的
日子越来越近了。
”
他说，
爱有着克服万难
的魔力，
要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
南方日报记者 王佳欣 实习生 章雯婷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公告
根据 《外商投资法》 和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
并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应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 （网址：www.gsxt.gov.cn） 报送年度报告。企业所填报的投资经营信息，根据 《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条例》 应向社会公示或企业同意公示的，将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系统的公示平台 （网
址：wzxxbg.mofcom.gov.cn/gspt） 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网址：www.gsxt.gov.cn） 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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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
广东省商务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