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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民蒋先
生前往市三院就诊时被挂号
处的工作人员告知，现在可
以在支付宝上“刷脸”绑医
保卡，进行电子挂号支付，
免去在窗口耗时。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蒋先生现场刷
脸认证，绑定后挂号缴费。

记 者 从 市 卫 计 委 了 解
到，包含市一院、江大附属
医院、市三院、市四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医院
在内的 5家医院现已开通医
保移动支付服务。市民只需

在支付宝上“刷脸”绑定医
保卡，便可在手机上完成挂
号、缴费等操作，非常便
捷。

打开支付宝，在“医疗
健康”一栏下查找到“电子
社保卡”，点开，屏幕跳出绑
定电子社保卡的信息，同意
绑定后，系统会对你进行人
脸认证。“刷脸”成功后，支
付宝即绑定了你的电子社保
卡，此后，无论是挂号还是
缴费，你都可以在支付宝中
完成。这就是目前我市正在

推行的“支付宝绑定电子社
保卡”业务。

市卫计委规划信息处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试运行的
医院一共是 5家，年底有望
在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
面实现“刷脸”绑卡就医。

在市三院内，收费结账
处工作人员刘志红介绍，业
务刚刚推行，有些市民还不
知晓，但医务人员已经在

“尝鲜”。她说：“星期一是医
院最忙的时候，有个医生患
了重感冒，他刷脸绑卡后，

直接就在手机上缴费拿药
了，前后时间没超过 10 分
钟。很多医务人员都在这两
天绑卡了。”

市三院信息科科长庄涛
介绍，去年起我市就开通了
医保卡移动支付，但那时还
需要去银行进行实名认证，
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机上
刷脸认证了。他说：“除了支
付方式，其实更方便的是绑
定后你可以查询自己的就诊
信息，如体检报告之类。”
（王露 潘锋 朱研 卫计萱）

5月份环比持平
我市CPI同比上涨1.1%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
镇江调查队获悉，5月份我市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1%，涨幅较
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在 1.1%的涨
幅中，新涨价因素影响有 0.3个百分
点，去年翘尾因素影响为 0.8个百分
点。5月份，镇江CPI环比持平。

5月份，八大类同比“六涨二跌”。
其中食品烟酒类同比上涨3.0%，医疗
保健类上涨 1.4%，居住类上涨 1.0%，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0.9%，交通和
通信类上涨 0.4%。八大类环比“四涨
三跌一平”。其中衣着类上涨1.1%，交
通和通信类上涨0.8%，生活用品及服
务类上涨 0.5%，居住类上涨 0.2%，其
他用品和服务类下跌1.1%。

食品烟酒类环比下跌 0.5%，其中
鲜菜环比下跌7.2%，主要由于天气适
宜，适合蔬菜生长，应季蔬菜大量上
市，调查的29种鲜菜中有22种鲜菜价
格下跌。猪肉继续下跌 5.4%，跌势已
经持续3个月。鸡蛋价格结束连续4个
月的下跌态势，环比上涨 5.1%。交通
和通信类环比上涨0.8%，其中汽油环
比上涨 3.8%，柴油环比上涨 4.1%，主
要由于国际油价震荡上行所致。

（杨安琪 陈志奎）

市人社局节前
慰问特困家庭

本报讯 在端午佳节即将来临之
际，市人社局党委20余名党员代表日
前来到已结对3年的句容市天王镇斗
门村，开展“走亲访友送温暖”活动，为
11户特困家庭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

吴琴因家庭原因，与患病的奶奶
一起生活，独自在天王上初三。市人
社局党委第二联合党支部党员代表仔
细了解了她近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为她送上食用油、粽子、咸鸭蛋、牛奶
等生活用品和慰问金，鼓励她不要因
为生活中暂时的困难，失去了对梦想
的追求。对于市人社局的帮扶，吴琴
一再表示感谢，并表示自己将努力学
习，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长
大成人后努力回报社会。

据了解，开展“走亲访友送温暖”
活动已成为该局惯例。3年来，该局
向帮扶对象赠款送物累计已达 7.8万
元。 （李茂 胡冰心）

4家超市接受计量检查
总体情况良好
发现个别超市称重未去皮

本报讯 为更好保障、服务民生，
维护市场计量秩序，端午节前，京口区
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规
模较大、人流量较多的4家超市进行计
量专项监督检查。

据悉，此次检查重点是超市在用
的电子秤、台案秤等计量器具是否按
期检定、有无合格印证、有无作弊功能
等情况，同时对超市经销的部分节日
热销商品进行定量包装和过度包装的
商品抽样检测，共抽检商品21个批次。

经查，这4家超市的计量环境总体
良好，但也存在个别超市计量称重未
去皮重的情况。针对以上情形，检查人
员已要求超市立即整改。后期，监管人
员将及时关注抽样检测情况，并做好
问题处理工作。 （谭艺婷 陆富生）

托养中心里献爱心
昨天，镇江高专护理学院的志愿者走进辛丰镇残疾人托养中心，给老人测血压、教老

人们做经络操、陪老人们拉拉家常，为老人们送上端午节的问候。 马芹 王呈 摄影报道

端午送关爱
昨天，京口区总工会

在区职工服务中心和京口
区城管局举行“心系职工
情 端午送关爱”活动，为60
余名困难职工送去米、油、
粽子等慰问品，并走访慰问
了高温下工作的一线环卫
职工，送去工会组织的温暖
与关怀。

王呈 崔世林 金梦雪
摄影报道

社区来了大学生
老少联手传承端午民俗

本报讯 前天下午，在镇江高新区
蒋乔街道凤凰家园社区枫晚亭助餐点
内，凤凰家园社区居委会、中鼎养老机
构和镇江高专财经商贸学院联合策划
组织开展“迎端午包粽子传民俗”活
动，老少联手传承端午民俗。

社区邀请了几位擅长包粽子的居
民，现场教大学生包粽子。“老师”们悉
心传授，“学员”们认真反复摸索，现场
洋溢着欢声笑语。

在社区中老年人做健康理疗的同
时，枫晚亭助餐点的工作人员贴心地
为大家煮好了飘着清香的粽子。在为
中老年人们分发粽子的同时，还为大
家带来了端午香囊，亲手送给到场的
居民们。 （郭晶 姜萍）

支付宝绑定医保卡搞定挂号缴费
5家医院试点，年底二级以上医院均可“刷脸”就医

解放思想大讨论
工作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 12日下午，新区解放思
想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会议，细化部
署全区解放思想大讨论近期各项重点
工作，要求以“落实三项机制 推进
三大改革”为抓手将解放思想大讨论
有序向前推进。

全区解放思想大讨论的主题是
“学习新思想，改革再出发，开放迈
新步，发展高质量”，而找寻问题是
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实事求是的
具体表现。解放思想大讨论要结合新
区实际，围绕“三项机制”，深化

“三大改革”，在思想方面，围绕完善
鼓励激励机制，深化绩效管理改革；
在发展路径和系统化推进方面，围绕
完善能上能下机制，深化流程管理改
革；在精神状态方面，围绕完善容错
纠错机制，深化文化管理改革。

推进会就解放思想大讨论开展的
方法步骤进行了明确，全区要以党员
干部为重点，面向全区广大干部群
众，从5月份到年底，分四个阶段进
行。具体包括，目前以动员部署、营
造氛围、征询问题为主进行宣传发动
阶段；即将开展的以专题学习、专家
把脉、对标找差、各界座谈、群众献
策等为内容的学习讨论阶段以及后续
的实践转化阶段和持续深化阶段。

（顾宗侠 钱钢）

本报讯 近日，记者来到大港
街道银山鑫城社区，铃兰苑雨污15
号楼管道铺设施工现场一派火热
景象（见图，李明明 摄）。

自 3月 16日开始，为期一个
月的雨污水管网排查正式开始，
累计对 122 栋房屋排水管的现状
测绘及隐患点实行了排查工作，
排查管线长约 50公里，共计排查
出乱接错接点 712 处。据项目现
场负责人张文强介绍，根据团结
河整治方案，现共有 8 个施工队
伍约 120 余人在场施工，已完成
36栋楼房的雨污分流改造，通过
重设雨水管道，将着力改善社区
雨污混流情况，目前工程已经进
入扫尾阶段，预计 6月 15日改造
工程将全部竣工。

家住铃兰苑的徐金贵老人每
天都会到施工现场关注工程的进
度。“从前小区污水、粪水渗出严
重，听说社区要全面进行雨污管
网改造以后，我们老百姓都很高
兴。”徐金贵老人把记者带到 15
号楼西边贴墙的一段宽一米左右
的水泥路，“之前小区排水不畅，
下雨时积水行走不便，冬天雨雪
后结冰还带来危险，去年冬天就

有好些人在此摔倒。”改造后这段
小路积水积冰情况将成为历史，
现场居民纷纷表示，家门口环境
改善了，活动的空间也扩大了，
对这样的民生工程他们都会给予
最大的支持。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
和谐之本。雨污管道改造只是今
年众多民生工程中的一项工作，

“完成港中、伯先、港南、凤凰、
银山、兴港等 800 余个停车泊位
及 6500余平方米公园改造；新增
4个社区助餐点……”在5月22日
大港街道召开的 2018年民生改善
行动部署会上，一项项民生工程
被列入全年的改造提升计划，明
确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限。

2018年大港街道民生改善行
动重点围绕推进“7+2”行动落地，
社区建设管理提升，城市形象显著
改善，创业就业富民增收，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及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等七个方面开
展。大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孙毅介
绍，今年，街道范围内将开展包括
家门口车位改造、公园改造，银山
鑫城雨污分流，大港河流域整治等
工程建设类项目；同时，街道也将

积极推进社区管理探索创新，探索
成立港南花苑中心社区，加快构建

“一中心多社区”的治理格局，广泛
推行“一门受理、后台流转、一站式
服务、全科社工”的运转模式；深化

“政社互动”和“三社联动”，加大健
康养老、公益慈善、邻里互助等类
型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打造特色社
区；全年引进民办社工机构 1家，
推动街道持证社工达 35 人以上。
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广泛开展精准
化、定制化、实战化就业技能培训；
加快推进“十网归一”，深入开展整
治非法集资和传销、扫黑除恶等专
项行动，实现公众安全感和法治建
设满意度“双提升”。

大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忠介
绍，下一步，要以更新的理念引
领民生改善，以更实的举措推进
民生改善，更严的责任保障民生
改善。做到坚持项目化落实、精
细化操作、系统化推进、长效化
管理，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街
道各项民生实事落实到位，让群
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民生处处
都有新变化、年年都有新改善、
一年更比一年好。

（张燕 祝青 夏剑辉 李明明）

着力改善民生 增进百姓福祉

大港街道扎实推进民生改善

“正版正货”示范街区启动大会。

本报讯 近日，省知识产权
局与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五个
省级部门联合下达了 2018年度
省知识产权“正版正货”承诺推
进计划专项资金的通知，红星美
凯龙镇江新区商场被认定为省
级“正版正货”示范街区，成为新
区首个获得此专项的街区。

省级“正版正货”承诺推进
计划主要面向全省商贸街区、专
业市场等流通领域、行业协会和

企业，围绕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
保护水平，开展示范街区、示范
行业及承诺企业的认定工作，营
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

目前，新区已认定有省级
“正版正货”示范街区 1家，市级
“正版正货”示范街区2家。下一
步，新区加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
的宣传和专利执法工作，推动更
多的街区和企业加入省市“正版
正货”创建工作中来。 （陈莹）

新区实现省级“正版正货”
示范街区零的突破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新
区丁岗镇了解到，该镇全区
域、全时段、全面禁止焚烧秸
秆，大力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
等综合利用工作，确保“不着
一把火，不冒一处烟。”

在丁岗纪庄村，笔者了解
到田间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
田块上没有任何焚烧后的黑
斑，而田间道路上时常有宣传
车辆驶过，一些戴着红袖章的
执勤巡逻员也不时能看到。丁

岗镇环保办工作人员姚笑寒介
绍，板块今年在秸秆禁烧工作
中的创新举措，是组织每个村
划定区域，指定专人定时，展
开拉网式巡查宣传，保证监管
范围全覆盖。

截至目前，丁岗今夏镇秸
秆还田面积约 1.1万亩，范围
涵盖万顷良田及纪庄、留村等
4个行政村，实现秸秆综合利
用率95%以上。

（葛亚萍 陈国 翟天云）

丁岗镇积极推进秸秆禁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