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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五项措施深入推进
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11 月 24 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管理，优化资金使用，严格资
金监管；确定深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
费用直接结算的措施，进一步便利群
众就近看病用药。
会议指出，近几年，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地方债务管理取得积极
成效，
隐性债务减少，
政府总体杠杆率
稳中有降。今年以来，各地按照全国
人大批准的新增额度，合理发行运用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力支持了重点
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会议要
求，
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
要加强跨
周期调节，在继续做好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
统筹做好
今明两年专项债管理政策衔接，更好

发挥专项债资金带动社会资金的作
用，扩大有效投资，以利扩大内需、促
进消费。一是加快今年剩余额度发
行，
做好资金拨付和支出管理，
力争在
明年初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二是按
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求，梳理明年
专项债项目和资金需求。省级政府要
强化统筹，加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储备，适时推进
成熟项目开工。三是统筹考虑各地实
际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合理提
出明年专项债额度和分配方案，加强
重点领域建设，
不
“撒胡椒面”
，
研究依
法依规按程序提前下达部分额度。四
是资金使用要注重实效，加强对投向
等的审核和监管，严禁资金用于楼堂
馆所、形象工程和不必要的亮化美化
工程等。坚决制止资金挤占挪用、违

多地主要负责人
因欠薪问题被约谈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者姜
琳）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24 日召开视频约谈会，对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及新城区、云南省昆
明市及西山区、青海省西宁市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进行约谈。
据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被约谈地
区根治欠薪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属地和
有关部门监管责任不到位、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及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落实效果不
好、欠薪隐患未及时消除，导致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仍有发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约谈要求，
相关地区对根治欠薪工作要
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
突出问题导
向，
增强系统观念，
深入剖析问题根源，
较真
碰硬，
举一反三，
切实抓好整改，
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根治欠薪的决策部
署，
确保付出辛劳的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应
得的劳动报酬，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规拨付、长期闲置。会议强调，
要加强
专项债资金审计监督和全面核查，发
现问题必须严肃整改、严格问责，
并实
行收回闲置资金、扣减新增限额、通报
负面典型等措施予以处罚。
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医保跨省异
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是完善医保制
度、解决人民群众突出关切的重要改
革举措。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情况下，方便了跨省异地工作、居住
群众看病和费用报销。今年前 10 个
月，全国住院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超过 1000 万人次。下一步，要拓
展这项惠民改革成果，从实际出发，
扎实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
算服务更便捷、更高效。一是完善相
关政策，简化手续方便参保人员异地
备案，稳步提高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率，力争“十四五”末达到 70%以
上。二是扩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地区覆盖面，明年实现全国每
个县都至少开通一家联网定点医疗
机构，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三是有序开展高血压、糖尿病、恶性
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
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5 种门诊慢特
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明年底前
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四是加快全国
医保信息平台建设，统一跨省直接结
算规则和流程，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
和跨区域业务协同，逐步实现医保报
销线上线下都能跨省通办。五是完
善常态化监管机制，严厉打击欺诈骗
保行为，守护好医保资金这个人民群
众的
“救命钱”
。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北京冬残奥会
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记
者郑直、李春宇）北京 2022 年冬残
奥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 24 日晚
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北
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发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会志愿者招募吸引了2428 名中国
残疾人报名。经过严格的面试和培训
程序，
19名代表性强、
有专业能力、
具
有奉献精神的报名人脱颖而出，
如愿
成为赛会志愿者。在活动现场，
中国
残联主席、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
海迪为残疾人志愿者代表授旗。
活动现场发布了《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
手册》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运动
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盲文·大
字）》，发行展示了北京 2022 年冬残
11 月 24 日，在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现场，冬奥会和
奥会金银纪念币。
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中的残疾人代表挥舞旗帜。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黄坤明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会议 24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组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
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
强政治自觉、坚定历史自信，做到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黄坤明指出，全会回望历史、面向未来，
取得的重大成果、提出的重要思想、作出的重
大论断，为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党史观、
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指引，为更好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提供了根本遵循。

黄坤明强调，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要把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作为中心内容，把系统理解新时代的
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
性成果作为重中之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作为根本要求。要采取扎
实有效的举措，抓好专题学习研讨、宣传宣
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开创新局的动
力，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新成效。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同
志作了发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央宣讲团在各地
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据新华社 11 月 24 日电 连日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报告会在新疆、山东、宁夏、广西、青海、西
藏等地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还和基层干
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推动全
会精神走深走实。
24 日，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
国在乌鲁木齐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主 、分 会 场 2.5 万 余 人 参 加 报 告 会 。 会
后，陈全国还与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代表面
对面交流，分享学习心得体会。
中央宣讲团 23 日至 24 日在山东省济
南市进行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原中央
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作宣讲报告。山东
省主、分会场 3 万余人参加了报告会。24
日上午，欧阳淞来到山东大学，与部分师生
代表交流座谈，并现场解答青年学子所关
心的问题。24 日下午，中央宣讲团还来到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同企业干部
职工开展面对面宣讲。
24 日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作宣讲报告。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自治区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和
部分高校师生代表、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近
2600 人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了报告会。
24 日下午，田培炎赴闽宁镇等地进行宣讲，
与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互动，对大家关心
的问题现场解答阐释。
22 日至 24 日，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广西南宁作宣
讲报告，并来到大学、社区、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馆等地，
与高校师生、基层干部群众面
对面交流互动，
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
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23 日在青海省西宁
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陈理作宣讲报
告。青海省主、分会场 3000 余人参加报告
会。24 日上午，陈理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塘川镇双树村，与党员代表就保持
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实现共同富裕等进行互动交流。
中央宣讲团 23 日至 24 日在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进行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
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秘书长林尚立作宣讲
报告，
并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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