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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2版 ▶
国企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路线图”确定

◀ 见第3版 ▶
九天云外揽月回！

立法赋权，江西辅警管理改革“破冰”
◀ 见第2版 ▶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
新修订的《军队计量条例》，自 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的总原则，着眼联合作战计量保障要
求，立足军队计量建设和保障特点规

律，继承成熟经验做法，吸纳实践探
索成果，构建整体优化、协同高效的
军队计量管理体系、技术体系和监督
制度体系，规范军队计量建设各方面
全过程工作运行。

《条例》共9章44条，明确军队计
量工作的主要任务、基本原则、管理
分工等，优化运行机制，保证军队计
量工作在新体制下顺利开展。健全

军队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标准、计量
检定人员、计量技术规范的建设管
理，规范军队采购地方计量服务，全
面重塑军队计量技术体系。规范军
队计量保障组织实施方式方法，规定
计量周期检定、保障目录、保障模式，
明确监督管理要求，构建覆盖军队计
量各层次各领域的监督管理模式，提
高部队备战打仗计量保障能力。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计量条例》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洪怀峰）12月 16日，记
者从省医保局获悉，我省出台了《关于统一规范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的实施意见》，从2021
年 1 月 1 日起，经过 3 年的协同努力，在全省构建起

“七统一”，即缴费标准、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基
本医疗保险费用补缴、个人账户划入比例、住院医疗
待遇、大病保险待遇、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统一规范的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负责人表示，《实施意见》
旨在解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不统
一、保障不均衡、制度不衔接等问题，在全省范围内
对职工医保政策予以统一规范，为579万参保职工提
供公平适度的医保待遇。

重点任务包括统一缴费标准——一是将用人单
位缴费基数统一为在职职工的缴费基数之和，由

“双基数”统一调整为“单基数”，进一步降低用人单
位的缴费负担。二是将用人单位职工医保缴费费
率从目前的 6%到 8%不等统一到最低缴费费率 6%；
将生育保险费率由 0.5%-1%不等统一为 0.8%。三是
将大病保险缴费费率按 0.5%确定，单位承担 0.3%，
职工和退休人员承担 0.2%。

统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累计缴费
年限达到男满30年（含30年）、女满25年（含25年）以
上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统一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补缴——为保证缴费年
限不够的职工在退休后正常享受医保待遇，允许这
部分人员按国家规定一次性趸缴不足年限的基本医
疗保险费后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统一个人账户划入比例——将个人账户划入比
例由按照法定退休年龄以下与法定退休（含法定退
休年龄）以上分别为 2.9%与 3.5%或 3.2%与 3.8%两个
档次，统一调整为 2.9%与 3.5%。对个人账户划入比
例与此不一致的，可实行最长3年过渡期。

统一住院医疗待遇——为引导患者就近就医，
推动分级诊疗的开展，将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
起付线调整为 200元、500元、800元。政策范围内医
疗费用报销比例按照一级 95%、二级 90%、三级 85%
执行。

统一大病保险待遇——明确将超过职工基本医
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用，由大病保险按照90%的比例支付。

统一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为便于全省统一的
信息系统建设，将乙类药品的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由
8%-15%不等统一为10%。正常跨省异地就医个人先
行自付比例由 8%-20%不等统一为 10%，未按规定办
理备案的异地就医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由10%-20%不
等统一为省内15%，省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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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缴费标准
◆统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
◆统一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补缴
◆统一个人账户划入比例
◆统一住院医疗待遇
◆统一大病保险待遇
◆统一个人先行自付比例

一湖碧水翔白鹭，两岸青山起云
烟。

芦溪县上埠镇山口岩村，袁河水
蜿蜒环绕，山口岩水库碧波荡漾，玉
女峰绵延起伏。除了以绿色取胜，该
村红色底蕴更是让人引以为傲，在这
里，留下了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的
碧血忠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给我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在上埠镇党委书
记易绍斌看来，充分运用好山口岩
村丰富的绿色和红色资源，做活红
色文章，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据介绍，当前，上埠镇正把山口岩村
打造为袁水源城乡融合发展实验
区，以及赣西地区以秋收起义为主
题的红色名村示范点。“我们的目
标，要把山口岩村建设成过去有红

色故事、当代有蓬勃新貌的红色名
村，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创造新时代
第一等工作的模范村。”易绍斌信心
满怀地说。

眼下，在山口岩袁水源城乡融合
发展实验区，已经实现了电、气、路、
供水、排污、绿化一体化，贯通了 3公
里亲水体验区、低密度康养区、绿色
休闲长廊，一条“黄金岸线”即将发挥

“黄金效益”。此外，依托千亩高标准

农田、百亩荷花基地、百亩蔬菜扶贫
基地、百亩“四化林”、百亩金冠梨基
地，山口岩村发展订单农业、立体农
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有了坚实基
础。易绍斌坦言，建设实验区，就是
要激活“地”的潜力、激发“产”的动
力、打造“乡”的魅力，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

“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下转第3版）

芦溪县上埠镇山口岩村——

红绿相辉映 城乡共融合
本报记者 刘启红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宋思
嘉)）与 3年前相比，南昌市青云谱区洪
都街道洪都社区换了模样：路面铺上
了水泥，还添了篮球场等体育设施。
出现这种变化，得益于洪都社区移交
属地管理。截至 12月 16日，该区所辖
范围的69家国有企业，涉及电建、水电
工程、铁路、邮政等行业退休人员2.2万
人，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全部纳入社会
化管理，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
标志着该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提前
交出圆满答卷。

今年5月，青云谱区选择退休人员
数量最多的洪都集团，作为推进国有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试点单
位，双方签署南昌市首个《国有企业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协议》和《补充
协议》。之后，该区仅用4个月时间，退
休人员移交工作即全面结束。

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归位地
方，社区服务更完善，数万家庭受益。
同时，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三供一
业”和办教育、办医疗，以及退休人员
管理等社会职能，使国有企业轻装上
阵，一心谋发展。洪都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一个社区，企业每年至少要为
其支出 200 万元。剥离后，节省了费
用，企业有更多精力和资金投入技术
研发、经营发展，集中资源办大事。

青云谱区69家国企剥离“办社会”
2.2万退休人员归位社会，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

近年来，九江市坚持高位推动、
以点带面、周密部署，扎实开展乡镇
（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在统
筹优化机构、下沉力量资源、理顺条
块关系、狠抓平台建设、推进社会治
理等方面下功夫，加速推进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和
社会的全面发展。

坚持党建引领，完善
基层管理体制

九江市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贯

穿改革全过程，突出乡镇（街道）抓党
建的主责主业，实现了乡镇（街道）党
建办公室设置的全覆盖。坚持优化
协同高效，统筹优化乡镇（街道）党政
机构和事业单位，全面实行大部门体
制，全市乡镇（街道）较改革前平均减
少了 5个机构，真正构建起简约精干
统一的基层组织架构。九江坚持重
心下移、事权下放、力量下沉，做到
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基层办、
基层事情有人干。按照依法依规、
能放则放、权责一致的原则，分别赋

予瑞昌市码头镇、湖口县流泗镇、修
水县渣津镇等经济发达镇 150 项、
156 项、159 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平均赋予其他乡镇（街道）77 项
县级权限，对现实不需要、条件不成
熟的暂不下放；除政法机关派驻机
构和税务、市场监管机构等外，原则
上不再保留县（市、区）直部门原设
在乡镇（街道）的机构，将人员编制
全部划转乡镇（街道）属地管理。全
市共下划乡镇（街道）事业编制 3500
个、事业人员 2434名，大大充实了乡
镇（街道）人员编制力量。

该市探索建立乡镇（街道）职责
准入制度，建立健全乡镇统一指挥协
调工作机制和行政执法案件协调协
作机制，赋予乡镇（街道）对县（市、
区）职能部门派驻机构负责人的人事

考核权等权力，切实增强了乡镇（街
道）的统筹协调能力。德安县丰林镇
镇长夏清川说：“改革后，镇党委统筹
调度能力大为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水
平大幅提升。”

聚焦高效便民，打造
基层服务平台

九江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
革导向，着力打造集审批服务、政务
服务和生活服务于一体的乡镇（街
道）便民服务平台，建立健全首问负
责、一次性告知、办事代理、限时办
结、服务承诺等制度，实行“前台综合
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
模式，大力推行“全科受理、一窗通
办”，努力实现“线上一网办、线下一
门办、现场一次办”。 （下转第3版）

改革立潮头 创新走前头
——九江市深入推进乡镇（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发展纪实

邹 红 徐 琦 本报记者 练 炼

12月17日，湖口县武山镇一方田园综合体种植大棚内生机盎然，农户正在采摘圣女果准备外销。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特色生
态农业，积极引进农业新品种和新科技，不断培育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张 玉摄生态致富

本报婺源讯（记者余燕 通讯员
姜迪飞、丁华）12 月 12 日，婺源县秋
口镇外俞村村民俞树青一早来到月
亮湾河段，他划着一条渔船，娴熟地
撒网、收网，而捕获的鱼，又一尾尾被
小心放回河里。俞树青是一名网红
渔翁，职业是给摄影爱好者做模特。
日撒百次网，不捕一条鱼，爱鱼护鱼
的俞树青是婺源人爱护自然、保护生
态的一个缩影。

从 1992 年起，婺源县陆续建起
193个自然保护小区，极大地保护了
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多样性。如今，婺

源县森林覆盖率达82.64%，拥有3500
多种植物，6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190种省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此栖
息安家，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婺源自古就有封禁风水林、水口
林，“杀猪封山”的生态保护传统。
1992年，该县在秋口镇渔潭村建立自
然保护小区，以“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权属不变、村站共管”的方式，对
村落生态林进行保护。试点成功后，
该县出台《婺源县自然保护小区管理
办法》，逐步在全县各乡镇建立193个
自然保护小区，总面积达 10.98 万公

顷，保护小区也从天然林保护拓展为
自然生态型、珍稀动物型、水源涵养
型等六大类，保护区内禁止挖沙、采
石、取土、野炊、渔猎、放牧。

与此同时，婺源县高标准开展封
山育林工作，推广改燃节柴、改灶节柴
工程，关停并转木材加工企业，加强林
政管理和森林公安、林政稽查等林业
执法队伍建设，确保森林资源发展和
生态环境的改善。婺源的生态保护得
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境内的饶河源湿地公园和婺源森
林鸟类自然保护区，先后升格为国家

湿地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小区建设29年来，婺源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73.7％ 上 升 到
82.6％，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
护。目前，该县境内有南方红豆杉、
鹅掌楸等 18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有金线兰、细茎石斛等125种省级
保护野生植物，有木本植物 1100 多
种、草本植物2400多种。良好的生态
环境吸引了蓝冠噪鹛、白颈长尾雉、
野生鸳鸯、黑麂等众多珍稀鸟类和其
他动物在此栖息，带动当地旅游产业
发展风生水起。

193个自然保护小区护出婺源好生态
3500多种植物，62种“国保”动物、190种“省保”动物在此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