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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9月13日，随着我省社保局与上
海市医保中心签订了异地就医合作
协议，我省异地就医结算的合作统筹
区达到了223个，覆盖了全国所有的
省级统筹区（不含港澳台）。这对我
省的异地就医结算进程来讲，具有里
程碑意义。

异地就医结算符合现代人流动性
大的特点，是助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重要事项。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
项牵动民心的工程，并将其上升为省
长督办工程。今年4月21日，省长刘
赐贵指出，我省要加快推动与全国各
兄弟省市区的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力
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并逐步推进国际异地就医结算。

异地就医结算惠民生

从沈阳退休的 72岁老人曲华

丽，自退休便到三亚跟随儿子儿媳一
起生活，2014年突发脑血栓住院，前
后花费几万元，家人却只能将医药费
单据拿回沈阳才能报销。其儿媳闫
雅辉通过咨询，帮助老人申请了异地
就医登记，自此，老人便可在三亚的
两个定点医院就医并直接进行医保
结算。

“现在每次住院都可以直接进行
网上结算，体会到之前奔波的辛苦，才
能感受到现在异地就医结算的便捷。”
说起异地就医结算，闫雅辉感触颇深。

异地就医结算合作覆盖全国所
有省级统筹区，意味着海南更加开
放、包容，越来越多的外省人来海南
定居以及在海南工作的外省人回乡
养老，将不再受医保限制。

“客观来讲，异地就医的快速推
进，促使我省与合作统筹区共享医疗
资源，对海南省和合作统筹区来讲，
都是惠民好事，也会吸引更多的省外
人来琼定居。”省社保局医保处相关

负责人说。
海南是我国外来人口较多的省

份，尤其是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
上升为国家战略，来琼定居、度假、投
资的人数剧增，对此，我省制定工作
计划，将尽快探索出异地就医结算新

路子定位为重点督办工程，并在人
力、财力上予以支持，同时，省内外广
大参保人的呼声，促使我省异地就医
结算在2009年就拉开帷幕，当年便
与广东、广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等5
省份签订了异地就医结算合作协议。

探索结算方式多样化

说起与全国所有省级统筹区达
成合作协议，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我省打通异地就医结算全国“大动脉”，合作统筹区达223个

异地就医结算不再“两头跑”

当前，我省异地就医结算率先
实现了省级统筹区全国覆盖，外来
人口就医将更加便利，这是海南交
出的又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

这份厚重来自于经济特区敢为
人先的先行先试。异地就医结算，是
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现实需要，然而
其推进却并非易事，涉及到各地医疗
资源分配不均等诸多难题。在没有
经验可循的困境之下，海南迎难而

上，主动出击，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人社部门通力协作，成立异
地就医结算办公室、构建信息交流渠
道……正是靠着这种敢为人先、善作
善成的特区精神、海南精神，我省异
地就医结算才率先实现省级统筹区
全国覆盖，走在全国前列。

这份厚重来自于国际旅游岛以
人为本的民生关怀。海南是旅游、
养生大省，外来人口众多，异地就医
结算，于海南而言，民生分量尤重。

异地就医结算合作范围的扩大，可
实现“信息多跑腿、民众得实惠”的
便利，是一项重大民生利好，对于打
造更加开放、包容、舒适的国际旅游
岛大有裨益。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好势头
保持好、巩固好，在省级统筹的基础
上，将异地就医结算推向深入，让更
加便捷、高效的异地就医结算成为
国际旅游岛的标配，更好地将海南
打造成为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

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李
磊）昨天上午，“琼崖儿女长征路”全
媒体采访团成员从海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郭志民手中接过采访旗帜，“琼崖儿
女长征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正式启动。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上世纪初，曾有无数琼崖儿女投奔革
命，据史料记载，参加过举世闻名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海南籍红军将士
共有八人：他们分别是开国大将张云
逸、上将周士第、中将庄田和谢飞、云
广英、符确坚、林青，以及牺牲在长征
途中的陈铣。

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鼓励
海南干部群众在追求“中国梦”，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上，
团结奋斗、锐意创新，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策划了此次特别报道，将全景
式展现这些杰出琼籍红军将士的长
征之路，描绘中国工农红军不屈的
长征史诗。

从9月16日开始，由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六名记者、两名司机组成的全
媒体采访团队，奔赴江西、广西、湖南、
贵州、四川、甘肃等十个省份采访，行
程约一万五千公里，历时约一个月。
采访点覆盖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几乎所
有重大战役、重要节点：突破三道封锁
线、湘江战役、强渡乌江、遵义会议、四

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
越川西北大草地、激战腊子口、吴起会
师、会宁会师……

采访中，采访团成员将以长征
路探访为主线，探访红军长征遗迹、
采访当年战役地亲历者、红军后代

以及长征地的党史专家，以文字、图
片、视频、VR全景视频采访方式进
行记录。

在红军长征进行之时，远在海
南岛上的琼崖纵队在远离中央的情
况下，坚持孤岛奋战、保存着革命的

火种。在全媒体采访团队在外省采
访的同时，本报另一路记者也将赴
我省琼崖革命根据地进行同步采
访，讲述琼崖纵队当年孤岛奋战的
斗争故事。

此次大型采访将采用连续报道

的形式在海南日报推出；海南日报客
户端、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海南日
报新浪官方微博将及时推送采访内
容和相关视频、图片；同时南海网也
将开设专题网页，同步报道这次大型
采访。

“琼崖儿女长征路”特别报道启动
海报集团全媒体采访团队将赴十省份采访，全景式展现琼籍红军将士的长征之路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见习记者 罗安明

提起昌江牛皮凳，不少人会想
到一个村子——水富村。这个原本
声名不显的黎族村庄，如今已成为
昌江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站点。

发展特色产业，是水富村焕发
新生的法宝。近年来，村“两委”干
部积极带领村民发展霸王山鸡养

殖、黎族传统手工牛皮凳制作等特
色产业，拓宽了增收渠道，村民生活
条件日益改善。

人挪活——整村移民出深山

水富村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
碌镇，原是霸王岭腹地的王下乡牙
迫村。

“牙迫”，在黎语中是“缺田少
地，山高岭多”之意。2003年，牙迫

全村仅有水田28亩，坡地512亩，人
均纯收入980元。由于交通不便，
耕地稀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那时从村里进一趟县城，要先徒
步走30公里山路，再坐汽车30公里，
至少得花6个小时。”牙迫村村民韩建
平回忆，村里1997年才通电，全村住
的都是茅草房，附近没有学校，大多数
孩子上不了学。 下转A03版▶

山穷“挪窝”水富兴业

一座黎村的变迁十三年

■ 本报编辑部

“长征”一飞冲天际，扶摇直上九
万里。6月25日，“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一飞冲
天，惊艳世人；9月1日，“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运抵文昌，将择机发射……
中国人遨游太空的新长征，将频频从
文昌点火起飞；中国航天的伟大事
业，也将频频从海南出征。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选择在海
南发射，既体现了海南助力国家航天
事业发展的奉献和担当，也是为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上的
一份璀璨贺礼！隆隆声响中释放的
是搏击长空、征服宇宙的英雄壮志；

火光升腾中照耀的是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的伟大梦想。

“长征”意味着征途漫漫，更意味
着艰难险阻，然而“长征”更彰显出藐
视困难、勇往直前的斗志，与披荆斩
棘、取得胜利的自信。火箭制造与航
天发射场建设中所展现出的精神劲
头，与长征精神遥相呼应、一脉相承，
正是长征事迹的激励鼓舞、催人奋
进，长征精神的感召牵引、壮行助威，

“长征”系列火箭在海南的发射才得
以踩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鼓
点”！每一次点火升腾，都将长征精
神照亮，并转化成不断探索、向前发
展的澎湃动力；每一次冲破天际，都
将长征精神托起，将其推向更远、更

广阔的未来。
筚路蓝缕跋涉苦，鼓角争鸣硝烟

浓。回首来路，这激情四射的火点、
这澎湃动力的源头、这蒸蒸日上的发
端，正是八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
工农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取
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实
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
大转折，谱写了我们党、军队和中华
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更开辟了中
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
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

红军长征的壮举，无疑是中国革
命斗争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这
大笔一划就是二万五千里行程，划过
了10多个省份，勾勒出18座大山，横

穿24条大河，越过荒无人烟的草地、
连绵起伏的雪山；这大笔一划就刻进
了苦难深重的大地，刻进了亿万求生
存、求独立、求民主、求富强的民心。
从湘江浴血殊死突围，到四渡赤水
河、飞夺泸定桥，再到翻雪山、过草
地，直到陕北会师、会宁会师……中
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用一张张门
板渡过急峡险滩，用一双双草鞋走过
千山万水，用一次次艰苦卓绝的斗争
越过了雄关漫道，用一次次身体力行
赢得了民心基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一部雄壮的革命
英雄主义史诗。

长征，征服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
和围追阻截的敌人，赢得的是亿万民

心。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敌
人封锁包围的态势，还实现了我党北
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传了党的主
张，更播撒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
力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勇立于波
澜壮阔的历史潮头，拨浪拍涛，奋勇
前进，创造了不朽之胜绩、盖世之功
勋，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路漫漫其修远兮，精神至伟永流
芳。硝烟弥漫的日子早已远去，坚忍
不拔的长征精神却历久弥新。伟大
的长征，不仅将红色革命种子播撒在
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为中华民族的独
立、解放奠定了基础；下转A02版▶

弘扬长征精神 圆梦全面小康
——写在“琼崖儿女长征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推出之际

我省开展保障性住房
质量专项整治
七个问题项目涉及的企业和市县
主管部门被约谈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洲）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针对近日保障性住房质
量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省住建厅对7个存在质量
安全问题的工程项目涉及的相关企业和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进行集中约谈，这是我省第一次大规模集中
约谈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的相关企
业和市县住建主管部门。

8月8日至18日，督查组对全省（三沙市除外）
的各个市县开展保障性住房质量专项整治，共抽查
85个项目，下发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整改告
知书》38份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建议书》
8份，对7个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工程项目涉及的相
关企业和市县住建主管部门集中约谈，督促当地市
县主管部门履行属地监管职责，监督相关单位立即
整改，切实消除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隐患。

此次约谈，7个项目涉及的企业和市县住建主
管部门一一汇报，深刻反思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后
采取的措施以及整改情况；被约谈企业和市县住建
主管部门纷纷表态，将严格落实整改，确保发现的质
量安全问题整改到位，并举一反三，防止类似问题再
次出现，做好保障性住房质量安全工作，确保老百姓
住上放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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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全国科普日”
活动开启
将提供73顿“科普大餐”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
卓斌）既能操作趣味十足的科普展具和微型赛车，又
能体验充满科技感的航模和智能机器人，还能学习
急救等科普知识……今天下午，在海口市名门广场，
以“创新放飞梦想，科技引领未来”为主题的2016年
海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拉开序幕。

据悉，在本届海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中，全省
各级科协组织将按照省科协的统一部署，联合当地
教育局、科技局，结合活动主题在全省农村、学校、企
业、社区和街道开展科普日联合大行动、高校科普开
放日活动、科普教育基地开放日行动、社区科普益民
行动、农村科普惠农行动、青少年科普联合行动等一
系列活动，共为市民带来73项“科普大餐”，预计参
与活动人数将达29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科普集市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册
和影视资料1.65万份，组织专家和志愿者超120
名。除科普集市外，本月20日省科技活动中心还将
举办以“关注海洋健康、守护生态家园”为主题的科
普沙龙。

中秋小长假，三亚进港国际
旅客同比增长53.49%

旅游服务细入微
游客天涯乐逍遥

天宫二号上之“定时神针”——

空间冷原子钟
3000万年误差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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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英国可能在明年初
启动“脱欧”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