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到

番禺区荣耀广场建设项目工地、广州南

站检查安全生产和交通组织工作，部署

下一步工作。

张硕辅强调，“五一”返程高峰即将

到来，安全防范工作任务艰巨。 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

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注重

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强化交通精细化

管理服务， 确保市民群众过一个健康、

安全、祥和的“五一”假期。 要突出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持续加强入境人员和

进口冷链食品全流程闭环管理， 在景

区、商场、酒店、交通站场等人流密集场

所严格落实预约、错峰、限流、体温监测

等措施，加快推进疫苗接种，慎终如始

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线。 要突出

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风，坚持安全第

一，严格落实建筑工地、危化品、消防等

重点领域安全规范要求， 优化施工组

织，科学安排施工进度，强化监测预警、

安全隐患排查和抢险救灾准备，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突出抓好

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充分应用大

数据、 云计算等科技手段， 加强客流

动态监测和预判， 强化机场、 火车站、

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及重点路段疏导管

控， 做好市内公共交通与重要交通枢

纽接驳，提升重要交通站场客流疏散能

力，确保市民群众安全、快捷、顺畅出

行。 要突出抓好应急处置准备，用大概

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 强化统一调

度，加强交通、公安、电力等部门和机

场、高铁、地铁等运营单位的协同，及时

精准发布权威信息，不断优化完善应急

预案，认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确保一

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及时响应、 科学处

置。 要突出抓好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

任、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严格落实节

日期间“值守—响应”和“四个一”应急

处置机制，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

作措施落到实处。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敏，市领导陈志英、何汝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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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展示

新时代青年听党指挥、矢志奋斗的精神

风貌，激励广大青年心怀“国之大者”，

奋勇建功立业，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

年华诞，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日前决

定，授予王殳凹等30名同志第25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 授予北京科兴中维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克冠行动”工作团

队等14个青年集体第25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 确认新时代卫国戍边英

雄群体等6个青年集体获第25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刘烨瑶等4名同志

获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荣获第 25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 的分别是： 苏州大学医学部放射

医学与防护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

生导师王殳凹， 92329 部队部队长王

勇， 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列展览科科长

王雅丽

（女）

，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消防救援支队玉泉区大队南二环路

消防救援站党支部副书记、 站长巴特

尔

（蒙古族）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

（女 ）

，

中国中铁隧道局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盾

构主司机母永奇， 成都盒悦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都雨衣公益服务

中心负责人刘仙

（女）

， 长春市消防救

援支队特勤大队代理副大队长刘亮，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研究组组长、 研究员、 博士生

导师刘真，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

队第一支队红岛海岸派出所所长刘智，

辽宁省国家安全机关干警江健

（满

族）

， 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宣传部网络文

化与管理科副科长、 四川省昭觉县三

河村第一书记李凯， 广西壮族自治区

融水苗族自治县江门村党总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杨宁

（女、 苗族）

， 贵

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政协党组成员、

海嘎村第一书记杨波

（苗族）

， 云账户

（天津）

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晖， 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淑亭

（女、 苗族）

， 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 7103

厂高级技师何小虎， 中国建筑五局总

承包公司质量管理员邹彬， 上海盛东

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司机张

彦，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晋芳， 深圳市雨燕残疾人关

爱事业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张

莹莹

（女）

， 湖北省巴东县陈兹方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兹方

（土家

族）

，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物探研究院首

席专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副总工程

师秦宁

（女）

， 西藏自治区班戈县保吉

乡党委书记、 四级调研员索南杰布

（藏

族）

，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江

岸区分公司上海路揽投站投递员徐龙，

新华通讯社对外部记者徐泽宇，山西省

陵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

险所工作人员、台北村第一书记郭子涵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机车车辆研究所牵引制动研究室主

任黄金，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大赛办

公室教练组长梁攀， 杭州技师学院教

师、浙江省特级技师蒋应成，中国科学

院声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烨瑶，中国

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项目研究员严

开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张伟，生前为广西援

湖北抗疫医疗队员、南宁市第六人民医

院护师梁小霞

（女）

。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

分别是：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克冠行动”工作团队，天津航天长征

火箭制造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森林

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莫尔道嘎大队

七中队，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超强超短激

光攻关青年团队，“悟空”号卫星载荷与

科学团队，中铁四局玉磨铁路青年突击

队，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直

属大队

（“漳州

110

”）

，国家脉冲强磁场

科学中心，中国中铁二院川藏铁路项目

青年突击队，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五院西安分院北斗三号研

制团队，96037部队70分队，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雪龙2”号，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新

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中国航天科工

二院战略专项青年创新团队，中国船舶

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奋斗

者” 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研发团队，中

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奋斗者”号全海

深载人潜水器声学团队，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五院502所嫦娥五号导航

制导与控制团队，“九章”光量子计算原

型机研制团队。

团中央近日还作出表彰决定，授予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团委等285个团组织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称号，授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第

十一团支部等370个团组织全国五四红

旗团支部称号， 授予张艺文等447人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授予苏兴博等

345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并追

授因公殉职的李莎、拉巴平措同志全国

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近日，广

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

议表决通过《广州市养老服务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

，待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实施。《条例》明确，公办养老机构应当优

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孤寡老人等群体需

求。 截至 2020 年底， 广州市老年人口

180.6 万，占户籍人口的 18.30%。

公办养老机构优先服务哪些人群？

《条例》明确，政府设立的养老机构应当

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孤寡、 失能或者部

分失能、高龄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老年人、特困老年人、低保家庭老年

人、低收入老年人、老年的烈士遗属、享

受抚恤补助的老年优抚对象、 为本市作

出重大贡献并在本市居住的老年人的养

老服务需求。

在医保政策方面， 市医疗保障部门

应当建立并完善符合老年病种特点、重

点为老年人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

保险结算方式， 强化对养老机构内设医

疗卫生机构、家庭病床、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护理站等医养康养结合服务的支持。

探索将符合条件的基本治疗性康复器具

按规定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 将康复辅助器具租赁纳入长期护理

保险报销范围。

《条例》还明确对运用智能技术遇到

困难老年人的便利措施，电力、水务、燃

气、通信、公共交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服

务等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老

年人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日常

生活时，不得强制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网络预约等智能技术， 在各类老年人日

常生活场景中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

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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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我国

首家相互保险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获悉，该机构近日发布国内首个老龄慢

病人群专属普惠保险保障计划，为接受

健康管理的老龄慢病患者提供风险保

障。

相互保险不以追求短期效益及盈

利为目的，旨在为高风险领域和中低收

入人群提供风险保障。慢病老人医疗费

用压力较大，但传统商业保险对被保险

人身体状况要求较高，适合老龄群体的

保险产品不足。 银保监会近期下发通

知，明确要求提高投保年龄上限，满足

7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保险保障需

求。

据介绍，这一专属普惠保险保障计

划突破了慢病老人“不能投保”的难关，

可为100岁以内的慢病老人提供重疾住

院医疗和特殊门诊医疗保险、恶性肿瘤

特定药品医疗保险金等保障， 在安徽、

山西、贵州等地推行，保额每年最高30

万元， 保费由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捐

赠。

众惠相互董事长李静表示， 与传统

商业健康保险不同， 这一计划不向任何

单位和个人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严控经

营成本， 年度结余部分将作为疾病津贴

进行返还， 资源最大限度用于慢病老人

健康保障和管理。

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认为，这一

专属普惠保险保障计划填补了老龄慢

病人群保障“空白”，能有效缓解患者大

病负担，避免因病致贫或返贫。

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

《广州市养老服务条例》表决通过

公共服务不得强

制老年人使用智能

手机

国内首个老龄慢病人群

专属普惠保险保障计划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