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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围绕建设“湾区都市、品质东莞”

的战略任务， 为东莞市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提供人才支撑，

东莞将于 3 月 29 日在东莞国际会展酒

店举办 2019 年东莞市

（ 第十届）

校企合

作洽谈会。本届洽谈会以“1+3”

（

1

个主

会场

+3

个分会场）

的办会形式，邀请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各地约

220 家院校参会，千方百计集聚各方面

优秀人才，助力东莞市打造“技能人才

之都”。

1000

家重点企业对接

220

家院校

本届洽谈会主题为“携手增创人

力资源红利， 共推大湾区高质量发

展”， 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东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本届洽谈会将邀请来自粤港澳大

湾区乃至全国各地约 220 家院校，以及

东莞市有人力资源需求的 1000 家重点

企业参加，以“1+3”

（

1

个主会场

+3

个

分会场）

的办会形式，实现校、政、企多

方，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地洽谈对接。

据悉，29 日上午，在本届洽谈会主

会场东莞会展国际大酒店 4 楼，220 家

院校、100 家“倍增计划” 企业设展，

1000 家东莞市重点企业现场自由洽

谈。并为现场洽谈成功的院校、企业，提

供校企合作签约场地。

洽谈会还设置了“技能人才之都”

展示区。 展示东莞首席技师、技师工作

站、培训机构的风采，以及技能竞赛成

果。同时，现场设置访谈区，围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人才需求，邀请校企合作

成功案例的企业代表、学校代表，和技

能人才代表进行现场访谈互动。

29 日下午，同时在松山湖、塘厦、

麻涌设置分会场。 按各分会场所属区

域的产业结构特点，邀请院校进行实地

参观及洽谈。

报名截止日期为

3

月

15

日

洽谈会实行网上报名，有意参会的

企业可登录“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官网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

3 月 15 日。 有关院校、参会企业资料将

在官网实时公布，完成网上报名的企业

可于会前查询参会院校信息，提前物色

意向院校，增加现场洽谈收获。

（ 咨询电

话：

0769

—

22697561

，

22268319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最近， 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成为全国两会热点话题。 作为医保

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 东莞

自 2017 年成功接入国家系统，实现医

保事业从“全民皆有”步入“全民同网”

的更高形态以来， 通过不断完善监管

体制、升级信息系统、拓宽服务渠道、

优化服务流程， 让参保患者享受到医

保服务的方便与快捷。

定点医院接入率全省领先

东莞于 2017 年 6 月接入国家异

地就医联网结算平台， 在全省率先开

启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工作。 目前，东莞市内 72 家定点医

疗机构全部接入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结

算系统，接入率 100%覆盖全市 33 个

镇街

（ 园区）

，实现与全国 455 个地

区异地参保人在莞就医直接结算。

目前，在莞就医的外省参保人，

只要完成备案，就可在东莞 72 家定

点医疗机构的任一家实现同城就医

管理和结算服务。 同时， 还可享受

查询跨省异地备案信息和异地卡检

测、 密码修改等过去没有的服务 。

东莞参保人通过微信申办异地就医，

可在全国 7000 余家医院完成住院直

接结算， 无需携带大量单据返莞窗口

报销，真正实现了零见面、零跑腿。

整合资源实现“均等化”服务

据东莞市医疗保障局介绍， 东莞

通过整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农

（ 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建立“统一制度、统

一标准、 统一管理、 统一基金调剂使

用” 城乡一体化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搭建了全市统一、公平、多层次的

医疗保险体系。

截至 2018 年底，东莞参保人在外

地就医 3.86 万人次，结算金额 9.57 亿

元，市外参保人来莞就医 1.99 万人次，

结算金额 2.94 亿元。下来，东莞将进一

步巩固既有成果， 及时把新增定点医

院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同时，

逐步将依法参保的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

人员、 异地转诊人员纳入省内异地就

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范围， 切实解决

异地就医参保人员门诊特定病种垫资

负担重、多跑腿的难题

东莞市医疗保障局举例说， 外省

参保人武女士，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在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 从住院登

记、就诊取药到出院结算，只需在医院

前台就可完成一系列业务经办， 免除

了将该次住院资料带回参保地报销的

麻烦。

文、图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刘永春

虎门大桥悬索桥检修

10吨及以上货车禁行

管制时间至4月2日24时，东莞交警将启动实施三级分流方案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戴小星

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获悉，根

据虎门大桥桥梁安全检测维修工作

的需要， 为确保虎门大桥桥梁结构

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东莞市公安

局、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在桥梁检修

期间， 决定对部分车型实行交通管

制。

据《关于虎门大桥悬索桥安全

检测维修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

告》显示，交管时间从 2019 年 3 月

8 日凌晨零时起至 4 月 2 日 24 时

止，全天禁止 10 吨及以上货车

（ 指

核定载质量、牵引质量为

10

吨及以

上的货车、牵引车和总质量

10

吨及

以上的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通行莞

佛高速虎门大桥段

（ 太平立交

-

坦

尾立交） 。

此外，2019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20 日，每天 9 时至 23 时，对沿江高

速北行转虎门大桥主线匝道口、沿

江高速南行转虎门大桥二级匝道口

进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

据东莞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虎门大桥抢修期间，为避免发生

大面积、长时间交通拥堵，交警部门将

根据路面实时交通情况，启动实施三级

分流方案。

三级分流：当虎门大桥西行拥堵车

辆到达莞佛高速太平大桥

K33

时（拥堵

长度约

5

公里），启动三级分流措施。

在

威远立交广深沿江高速与莞佛高速汇

流点实施交通管制，适当限制广深沿江

高速转入虎门大桥的车流或采取轮流

放行的方式，减少车辆汇流冲突，加重

拥堵程度。

二级分流：当虎门大桥西行拥堵车

辆到达广深高速太平立交

K61

处（拥堵

长度约

11

公里），或广深沿江高速北行

拥堵长度约

5

公里时，在实施三级分流

措施的基础上，采取二级分流措施。 （

1

）

在广深高速公路北行转莞佛高速西行

的分叉口 （广深高速北行

K61

）处实行

临时交通管制 ， 视情况采取封闭分叉

口、间断放行 、封闭虎门收费站入口等

措施控制车流，并引导停留在此路段的

车辆通过广深高速公路北上广州，或通

过北行北栅出口分流离开高速公路绕

行

S358

省道； 广深沿江高速北行方向

在长安收费站处实施交通管制，分流部

分车辆绕行

S358

省道或

G107

国道前

往广州方向。 （

2

）通报虎门大队并报告

支队协调

S358

省道 、

G107

国道沿线各

大队启动高速公路交通拥堵分流处置

预案 ，加强管控 ，防止发生二次交通拥

堵。

一级分流：当广深高速北行拥堵车

辆到达五点梅立交，莞佛高速西行拥堵

车辆到达莞佛高速新联支线分叉口，或

广深沿江高速北行拥堵排队车辆到达

长安收费站时，在实施二级分流措施的

基础上，启动一级分流。

（

1

） 封闭广深高速虎门、 长安、厚

街、大岭山、沙田各收费站入口，禁止车

辆进入广深高速 。 视虎门镇内交通情

况 ， 限制高速公路车辆从虎门出口驶

出， 对前往虎门大桥方向的车辆劝导，

让其绕道行驶或者改变行程。

（

2

）在广深高速公路北行转莞佛高

速西行的分叉口、广深沿江高速长安收

费站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限制前往

虎门大桥方向的车辆通行。

（

3

）报告支队 ：一是协调东莞高速

公路大队在莞佛高速新联支线分叉口

处实施交通管制，引导车辆行驶广深高

速北行前往广州。 如分流后仍不能缓解

拥堵， 则封闭莞佛高速大岭山站入口，

并封闭莞佛高速西行大岭山站路段，将

西行车辆从大岭山站出口分流到

G107

国道；二是协调往虎门大桥方向沿线各

收费站 、节点实施截流 ，对前往虎门大

桥方向的车辆限制通行，对深圳西行或

北上车辆进行劝阻绕道或改变行程。

（

4

）报告支队，协调从莞高速、东莞

高速公路大队及高速公路沿线各大队、

国省道沿线各大队密切留意辖区和虎

门大桥相连公路交通情况，对前往虎门

大桥方向车辆进行劝导绕道或者改变

行程，对本辖区内高速分流的车辆实施

分流。

（

5

）报告支队协调深圳支队对前往

广州的车辆做好宣传和分流工作，必要

时劝返或改变行程。

（

6

）报告支队协调与虎门大桥相连

接的高速公路沿线各大队配合高速公

路分流措施，规划本大队辖区的具体分

流路线，制作相应的提示标志加强分流

疏导。

根据交通情况启动实施三级分流方案

东莞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东莞市举办第十届校企合作洽谈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1000家重点企业

争抢全国220家院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