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针高达55万元的罕见病用药，有
几个家庭能够承受？瑞昌市乐园乡张坊
村16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柯紫乐就
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不幸中的万幸是，在
相关部门的关爱、协调下，她终于用上了

“天价”救命药，巨额药费也得到报销。紧
接着，该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全
国所有像柯紫乐一样的罕见病患者因此
而受益。

柯紫乐的父亲柯于杰告诉记者，女儿

一出生就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这是一种

罕见病，其特征是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退

化，导致严重的肌肉萎缩、无力和进行性

运动功能丧失。在去年 7 月之前，柯紫乐

依靠辅助工具尚能勉强行走。去年中考，

柯紫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高中，但病

情突然加重，即使依靠辅助工具也无法站

起来。

去年 7 月 25 日，柯于杰带着女儿到北

京求医。医生说，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对脊

髓性肌萎缩症疗效较好，但每针价格高达

55 万元，第一年需要打 6 针。该药没有纳

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需自费使用。

“我自己患尿毒症，已经透析 12 年，

没有劳动能力；妻子要照顾我和两个孩

子，也没法工作，一家四口全靠低保维持

生活。55 万元一针，对我们来说就是天文

数字！”柯于杰说。

就在全家人绝望时，乐园乡乡村振兴

站工作人员在开展防返贫监测时，了解到

这一情况，立即将柯家识别为突发严重困

难户，通过多种方式为其筹集到救助款近

10万元。

“病情不等人！”乐园乡党委书记陈险

告诉记者，“考虑到情况特殊，我们立即与

瑞昌市医保局沟通，请求将诺西那生钠注

射液比照医保药品目录报销。”

去年 9 月 9 日，瑞昌市医保局向市乡

村振兴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建档立卡困

难户柯紫乐住院治疗费用报销情况的请

示》，请示写道：“因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属

于医保目录外药品，费用较高，鉴于此特

殊情况，建议市政府按照健康扶贫兜底政

策落实。”

去年 9 月 13 日，相关部门批复，同意

柯紫乐使用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费用按照

90%比例报销。同时，经乐园乡政府多方

沟通，柯紫乐只要支付 1 针药品的费用，

另外 5针由厂家捐赠。

去年 12 月 28 日，柯紫乐出院了。目

前，她已经打了 4 针诺西那生钠注射液，

疗效较好，正在家做康复训练。

去 年 12 月 3 日 ，国 家 医 保 局 召 开 新

闻发布会，公布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 结 果 ，有 7 种 罕 见 病 用 药 被 纳 入 医 保

药品目录，其中就包括诺西那生钠注射

液。这是自 2016 年以来，高值罕见病药

物 首 次 被 纳 入 医 保 药 品 目 录 。 得 知 消

息，柯于杰搂着女儿，喜极而泣：“女儿，

我们有救了！”

今年 1 月 1 日，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正式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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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能源汽车减半收取停车费，
是南昌市鼓励购买新能源车而实施
的一项利民政策。然而，因为宣传不
到位，导致群众对该政策缺乏了解，
甚至引发不少不该有的投诉。

好政策要落地见效，需要政策执行
者按规定去做，也要让市民家喻户晓，做
到心中有数。一些基层干部觉得政策
发布了就完事，对政策落实与否，群
众是不是都知道，漠不关心。殊不
知，任何一项政策实施时，只有掌握
了宣传主动，才能避免工作被动。

而让群众充分了解到政策好在哪，如何
才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才是将利民政策落到
实处的务实之举，才能让群众有获得感。

好政策要宣传和落实好

鹰潭市率先在全省实现工程款支付担保全覆盖

农民工欠薪治理防护网越织越牢

478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
西新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我们将及时帮你问、帮你办。

一吐为快

“假日补贴红包”“酒店开业红包”“消费补贴红包”……春节
期间，抢红包是大家热衷的活动之一，但各地警方近日纷纷发出
警示，上述红包大多是不法分子诈骗的新花样，群众不仅抢不到
钱，点击之后很可能泄露个人信息和遭遇电信诈骗。

前几天，笔者的一个亲戚因为点开一个“消费补贴红包”，转
了一个领取补贴链接至多个微信群，并输入姓名、手机号、银行卡
号，1万多元的微信零钱被瞬间盗走。尽管受害者立即报警，但
不到10分钟，这笔钱就被转到境外去了。

不难看出，尽管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但最终指向不外乎一个
“钱”字——在假红包的诱骗下，一些警惕性不高的群众点了不该
点的链接，填写个人隐私信息等等，最终掉入电信网络诈骗的深
坑。要说责任，被骗者肯定也有责任。只有大家心里时刻绷紧安
全弦，看到来路不明的红包时，不盲目点抢和转发，少点冲动，多
些理智，不随意泄露个人隐私信息，不听不信不转账，才能让骗子
无机可乘。

与此同时，公安、网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应尽快对“假红
包”乱象全面排查，收集线索、分析套路、发布警示、追根溯源等，
让不法分子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当然，相关网络平台、软件开发运营方也责无旁贷，要发挥其
互联网智能化优势，从技术上破解假红包的软件程序，利用大数
据筛查和人工核查等手段进行拦截或警示，对制作传播假红包的
账号进行封限，以此筑牢识骗、防骗、拦骗的安全大网，让群众远
离诈骗陷阱，捂好“钱袋子”。

整治“假红包”须用硬手段
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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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报帮你办’的关注，我太开心了，收到‘冰墩墩’！”

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广州路社区的困难学子邱文欢

向“党报帮你办”反馈。

春季开学前夕，青云谱镇组织辖区人大代表，对家庭生活

困难学生开展帮扶活动，为20名学子送去了书

包、文具和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等礼物，让这

些学生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近年

来，青云谱镇组织人大代表已投入 10多万元，

帮助辖区校园改善教学条件，资助家庭生活困

难学生完成学业。

2 月 8 日上午，爱心资助家庭困难学生捐

赠活动在彭泽县杨梓镇马桥村村委会会议

室举行。活动中，彭泽县应急管理局驻马桥

村第一书记曾结军分别为 3 名家庭困难学

生发放资助金共计 1 万元，并勉励他们好好

学习，学成归来，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

量。

停车场执行优惠政策不统一

据熊先生反映，他的新能源汽车在南

昌市红谷滩区铜锣湾地下停车场停车，享

受了停车费减半的优惠，但在红谷滩区万

达广场的地下停车场，收费标准和燃油车

一样。“还有西湖区长运大楼的内部停车

场是执行了新能源车减半收费标准，但楼

外的路面停车场又没有对新能源车进行

停车优惠。”熊先生表示，这些公共停车场

对新能源车执行的收费标准不统一，让他

很困惑。

据悉，2020 年 7 月，南昌市政府印发

了《南昌市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及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明确

规定：在本市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营

运车辆除外），并悬挂绿色新能源汽车牌

照，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道路临时停车

泊位及公共停车场减半收取停车费。

能否优惠要看停车场性质

对此，南昌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应：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停车场都要给新能源

车实施减半收费的优惠，关键看停车场在

发改委报备时是执行政府指导价还是执

行市场调节价。”

根据南昌市物价局文件规定，停车场

收费分为两类：一是对社会资本全额投资

建设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标准由经营者

依法自主制定，执行市场调节价；二是对

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服务

收费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畴，执行政府指

导价。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如政府全额投资

建设的公共停车场、机场、车站、医疗机

构、体育场馆、景区与博物馆等配建的停

车场，城市道路临时占道泊位等都是执行

政府指导价，必须按文件要求给新能源车

减半收取停车费，“而市民反映的商业综

合体停车场对新能源车收费没有优惠，是

因为执行市场调节价，政府鼓励对新能源

车优惠，但不强制执行”。

对于长运大楼内外两个停车场收费标

准不一的问题，该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向南

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由执法人员查

看停车场相关资料后才能确定是否违规。

对应减未减的停车场可举报

2 月 10 日，记者与西湖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对长运大楼外的停车场进行检

查。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出示了相关收费

许可，上面核准费用是按市场调节价收

取，也就是说该停车场不给新能源车减半

优惠并不违规。

随后，记者与执法人员又来到位于西

湖区象南文化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该停

车场是使用政府人防工程改建的，被举报

为何不按规定给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

经执法人员调查，该停车场运营已久却未

在发改委办理收费备案登记。执法人员

当即要求停车场管理方进行整改，要去相

关部门申请，并核准按政府指导价还是市

场调节价收费，如未在限期内取得相关许

可，将不得进行停车收费。

“我们去年对此开展过专项整治，对

动物园停车场未执行新能源车停车费减

半的行为，督促其整改。”西湖区市场监管

局反不正当竞争股长杨志伟对记者说，市

民对停车场收费有疑问的，可查看停车场

出入口设置的收费公示牌。如发现医院、

景区配建的停车场或城市道路临时占道

泊位对新能源车没有执行停车优惠的，可

拨打 12315进行举报。

有车主反映未享受到南昌新能源汽车停车费优惠——

减半政策为何有停车场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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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有文件，要求停车场对绿色牌照的新能源汽车减半收取停车费，为什么有的
停车场执行了，有的没有执行呢？遇到这种情况该向哪里反映呢？”近日，南昌一名新
能源汽车车主熊先生通过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平台反映自己在停车时遇到
的怪事，希望能享受到政府部门为鼓励新能源车发展推出的停车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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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覆盖 防范风险

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主要是

解决“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的问题。

谈及这一问题，黄丹军最有发言权，现任

鹰潭市人社局副局长的他，与劳动监察工

作打了十几年交道，他形象地说：“源头有

水就好办！”

由于建设领域的农民工工资来源于

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部分，工程款支付历

来是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前提，工程款支付

担保也构成了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

为此，鹰潭市所有政府项目统一由鹰潭市

国控公司办理工程款支付担保保函，非政

府项目由鹰潭市根治欠薪领导小组办公

室引导企业与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接，

落实担保保函。

综合考虑工程合同价款、工程工期及

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等因素，鹰潭市

要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工程款支

付担保金额不得低于工程合同总价款的

10%。

目前，鹰潭市 114 个在建工程项目实

现了工程款支付担保全覆盖，担保金额达

16.9 亿元。最让黄丹军引以为豪的是目

前未启动使用一笔工程款担保金。“工程

款支付担保防范了建设单位资金链断裂，

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风险。”黄丹军说。

工作有力 难点突破

工程款支付担保在鹰潭市落地并非

一蹴而就。

鹰潭市劳动监察局局长童俊望说，现

在谈工程款支付担保感觉执行起来非常

容易，事实上推进非政府项目落实这项制

度是举步维艰。目前，工程款支付担保全

覆盖的地级市，在全国屈指可数。

华章学府香颂楼盘，是鹰潭华章金投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鹰潭市开发的第一

个楼盘，属于非政府项目。当时，童俊望

找到项目负责人樊乐鹏，想让他进行工程

款支付担保，但是吃了闭门羹。后来，童

俊望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才让这项制度

落地。

樊乐鹏直截了当地说：“金融机构、保

险公司不会做冤大头，承担我们工程项目

的风险。他们有利可图，才会为我们出具

担保保函。”最终，鹰潭华章金投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在某银行定期存款 2000万元，银

行才为其出具了担保保函。

有了这份担保保函，一旦建设单位拒

不按照进度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可向出

具保函的银行申请使用工程款支付担保

资金，其中 20%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担

保机构不得拒绝，而银行则直接从 2000万

元存款里划扣。

“推进工程款支付担保对企业来说会

增加其困难，但为了保证农民工工资能及

时支付到位，这没有商量的余地。”童俊望

说。

为此，鹰潭市针对非政府项目落实工

程款支付担保的“老大难”企业，采取了重

点攻关，各个击破的方法，如今 44 个非政

府项目全部落实了工程款支付担保。

落实政策 措施见效

春节前夕，在鹰潭市劳动监察局办事

大厅，工作人员龚湘表示，原本年底是农

民工讨薪高峰期，现在工程款支付担保让

农民工每个月都能领到工资，办事大厅年

底扎堆讨薪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项制度落实之前，龚湘曾创下连

续加班 16天的纪录，她说：“白天接待农民

工，晚上整理材料联系企业支付工资。半

个多月时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而去年

一年，鹰潭市劳动监察局立案查处欠薪案

件 37 件，涉及农民工 270 人，712 万元农民

工工资全部支付到位。

“工程款造价 100万元以上，施工周期

至少一个月，我们才会要求建设单位出具

担保保函。”童俊望解释，鹰潭是去年全省

立案数最少的地级市之一，查处的也属于

非担保领域案件，这个成绩与工程款支付

担保密不可分。

在信江新区学校工地打工的陈松旺

是余江区人，外出打工 30 多年，一家四口

靠他赚钱养活。2020 年下半年，陈松旺得

知鹰潭市启动工程款支付担保，选择了回

乡打工。“工资低点，但会按时发放，每月

有保障，还能照顾家。”陈松旺说。

的确如此，作为项目施工单位的曙光

建设有限公司，每个月收到合同进度工程

款后，及时代发农民工工资六七十万元，

没有出现一次拖欠现象。

事实上，鹰潭市劳动监察局对接了施

工单位后台数据，对未按月代发工资的在

建项目，会了解原因，倒推建设单位是否按

合同进度支付了工程款，防止农民工年底

集中讨薪情况发生。截至目前，鹰潭市劳

动监察部门共督促施工单位代发农民工工

资2.6亿元，让农民工不再为工资发愁。

“建设单位没有按进度支付工程款，我
们施工单位哪有钱支付工资。”此前，鹰潭
市人社部门帮农民工追讨工资时，往往会
遭遇这样的搪塞，现在这样的搪塞已经行
不通了。

我国第一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法
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20年
5月1日起施行，其明确提出“建设单位应当
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鹰潭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工程款支付
担保全覆盖，让工程款支付担保成为解决鹰
潭市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和农民
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重要抓手。约束建设单
位履约的这种举措，预防了工程款被拖欠，
更成了鹰潭市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
一环。

鹰潭高新区劳动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追讨工资鹰潭高新区劳动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图为发放工资确认现场图为发放工资确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