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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先手棋 共建都市圈 加快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日前，乐山市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招商引
资推介会，邀请浙江企业代表相聚一堂，共话合
作、共谋发展。

据乐山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乐山拥有投
资兴业的机遇平台，正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及以光伏全产业链为重
点的“中国绿色硅谷”，为市场主体在乐山发
展提供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乐山投资兴业

的区位条件在提升，当前正加快推进成渝黄
金水道建设、加快建设岷江航电工程，打造成
都平原经济区通江达海的港口。乐山拥有投
资兴业的文旅优势，是知名的文化旅游胜地，
有三大世界遗产，全市年接待游客突破 7000
万人次，夜间文旅产品越来越丰富，下一步将
依托世界级的文旅资源打造世界级的文旅产
品。

参会浙江企业代表纷纷发言表示，乐山具

有得天独厚的区位、资源、人文优势及营商环境
优势，交通方便，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是一个宜居
宜业的美好之地，与乐山的合作有很广阔的空
间。将赴乐山进一步交流考察，寻求在乐山投资
落地的机会，助力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促进浙
乐协作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推介会上，播放了乐山招商推介片；犍为
县、沐川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
分别作招商推介。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规划临空都市农业、
加快旅游环形道路建设、加快现代化都市农业产
业对接和引进……今年以来，资阳临空经济区
着力加快推进同城化农旅融合重点项目建设。

规划引领。规划与临空生态新城、临空综
合服务深度融合的临空都市农业，已基本形成
面积 8.6平方公里的仁里村（柳铺村）农旅融合
示范项目规划，布局“十二农庄十二塘、十二集
市十二宴”，谋划主题农庄、山地乡村酒店等经
营性项目 22个，乡村环形旅游道路、村民活动
中心等基础设施项目 25个。

基础先行。加快推进农旅融合项目起步
区 6公里旅游环形道路建设，沿线同步建设健
康绿道，力争今年底建成投用；计划启动起步
区观光电瓶车道观景塔、村民活动中心等基础
设施建设。

产业优先。对接洽谈成都新华能、蓝田华
誉、艾纯农业科技等企业，积极引进艾纯农业
科技芳香产业、蓝田华誉古法农业等先导性示
范项目，打造集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
为一体的现代化都市农业示范区，力争 2021
年 3月试运营。

资阳临空经济区

加快推进同城化农旅融合重点项目建设项目建设热起来 招商引资忙起来
十月收获季 成都平原经济区活力倍增

□ 李梅 徐皓
成都日报记者 王丹 李萌 粟新林

资阳高新区22个项目集中开工；
德阳市 G350中江城区连接线施工现
场，建设如火如荼；乐山市的招商引
资推介会开到了杭州……进入十月
收获季，成都平原经济区各地铆足劲
忙了起来。

几天前，资阳高新区集中开工 22 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 81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包括成渝电气连接器创
新创业园、资阳公铁物流港、高新区云上软件企
业孵化园等产业类项目 9 个；现代大道北延线、
大千路和 321国道污水管网建设、农村公路品质
提升等基础设施类项目 4 个；茶花苑教育园、资
阳第三自来水厂等社会民生类项目 9 个。这批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拓展高新区产业链条，提
升承载能力，优化配套功能。

产业项目中，成渝电气连接器创新创业园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266 亩，总规划建筑面积
24.92万平方米，首期建设 18.36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综合楼（孵化器、加速器）及配套用房。总投

资 10 亿元，预计明年年底主体完工。项目建成
后，可入驻电子电气连接器等企业 30至 50家，全
面达产后实现年产值 200 亿元、解决就业 3000
人、实现利税 20 亿元。资阳高新区云上软件企
业孵化园建设项目总投资 2 亿元，占地面积 40
亩，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孵化
办公楼、档案馆、指挥中心共 2.3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 1.5万平方米及相关配套设施。

值得关注的是，为完善高新区“居、职、学、
娱”配套体系，提升综合服务环境，高新区此次
集中开工 4个教育类项目。

其中，高新区第一小学建设项目规划用地约
31亩，总建筑面积约1.6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
含小学教学楼、综合楼、行政楼、操场等设施，拟

设置 30个班。高新区茶花苑教育园建设项目规
划用地约45亩，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拟设
置45个班。主要建设包含小学和初中教学楼、综
合楼、行政楼、操场等设施。投资估算 15000 万
元，投资比例100%。计划建设年限为2020-2021
年。这两所学校力争明年8月主体完工。

资阳市职业教育中心转型升级项目占地约
200亩，包括建筑工程、室外体育场、公用工程和
总图工程建设，办学规模为全日制 4000人、培训
2000 人。项目计划建设年限为 2020-2022 年。
高新区幼儿园项目主要对茶花苑安置房、五显安
置房已建好配套幼儿园房屋，进行装修和相关设
施设备采购。项目总投资 800 万元，面积共约
3000平方米。该项目计划今年开工，明年建成。

昨日，记者从德阳市中江县交通运输局
获 悉 ，G350 中 江 城 区 连 接 线 工 程 项 目 建 设
征 拆 工 作 正 在 进 行 中 ，预 计 10 月 底 开工建
设。

据了解，G350 中江城区连接线工程项目
起于成巴高速中江出入口，向北延伸，止于中
江县二环路狮子山大道平交路口，路线全长
3.252 公里。全线采用一级公路兼城市道路
功能技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50 米，双向六

车道+辅道+慢行系统+市政管网配套工程，
主线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辅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项目概算总金额 4.76 亿元。

德阳市中江县南华镇副镇长钟蒙介绍：
“为加快推进下一步工作，南华镇举全镇之
力，由书记、镇长牵头，抽调精兵强将，成立工
作专班，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确保 10 月
底前工程顺利入场。”该项目建成后，有利于
打造中江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有效改善中江

县城南向道路出行条件和招商引资环境，推
进县城向西南方向发展，打造与成都通勤最
便捷、交往最密切的经济承载区，提升城市整
体形象。中江县交通运输局重大办主任胡朝
友告诉记者，本项目的建设，配合未来 G350
线升级改造、金简仁快通和成巴高铁、成都外
环铁路等项目建设，对加快建设“宜商、宜业、
宜居山水园林城市”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具有极其重要的助推和带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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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杭州举行
邀请浙江企业代表共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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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临空经济区纵二路。本报记者 赵明 摄

周密部署
部门联动出击

今年 4月以来，资阳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开
展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专项行
动。2020 年 4 月，该局根据《四川省医疗保障
局关于印发〈2020年四川省医疗保障基金专项
治理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资阳市实
际，针对群众较关心的、反映较强烈的问题，制
定印发了《2020年资阳市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
理工作方案》等多个文件，与市卫生健康委联
合印发了《资阳市打击医疗机构内外勾结欺诈
骗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多个方案。成立了
以市医保局局长为组长的专项治理领导小
组。同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全面部署，明确
检查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工作进
度，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推进。

7 月到 9 月，资阳市先后召开了全市重点
行业领域突出问题医保系统治理工作推进会、
全市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医保系统治理工
作和医保基金专项治理交叉检查工作会，对专
项治理工作进行部署。

资阳市医保局要求，全市医保经办机构负
责人、医院负责人担起“第一责任”，全面、认真
地开展自查自纠。对于主动说明问题、积极退
回违规金额的，不再处罚。对于自查自纠不到
位、存在内外勾结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从严顶
格处理，并公开曝光。一旦发现医保部门工作
人员涉嫌参与内外勾结欺诈骗保的，必须一查
到底，绝不姑息手软，以铁的纪律维护医保部
门的良好形象。

压紧压实责任
精心组织实施

“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形成了，压
实责任、落到实处是关键！”为此，资阳市精
心组织、多措并举推进医保基金监管专项治
理工作。

强化宣传，营造浓厚治理氛围。今年 4
月以来，该局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在药店、医疗机构等醒目地点张贴宣传海
报；号召全市有 LED屏的药店、医疗机构全天
滚动播放“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等宣
传标语，大力宣传，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维护基
金安全；采取“线上+线下”模式，通过医保系
统接口群、银海公司服务群等 QQ 群，提醒告
诫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负责人、
经办人规范医药服务行为；分批次组织部分医
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经办机构的经办人员召开
专题学习会议，向参会人员宣传解读了医疗保
障基金监管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详细讲解欺
诈骗保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及严重后果，组织
观看宣传片，营造了浓厚的专项治理氛围，形
成了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强化日常监管，确保基金平稳运行。受疫
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的日常监管主要采取以
网络监管为主，现场监管为辅的方式。监管
中，充分利用智能监控审核系统和大数据技术
筛查，及时制止和纠正不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确保基金平稳运行。严格杜绝大处方、滥检查
等不规范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规范医
疗服务行为，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

开展自查自纠，扎实抓好整改落实。根据
治理工作重点，研究梳理了经办机构自查自纠

问题清单和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问题清
单。截至目前，全市 180家医疗机构已开展自
查自纠，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重复收费、超医保
限制用药、不合理检查等。

开展现场检查，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今年 5 月以来，根据服务协议和相关政策规
定，通过查看医药机构的信息系统，抽查病历，
分析医院的诊疗数据，查看仪器说明书、治疗
项目内涵，抽查、走访在院和出院病人等方式
对医药机构的医保基金运行情况进行了核
查。采取“调研+检查”模式，对城区内的 6 家
公立医疗机构、4 家民营医疗机构和 4 家特殊
供药机构进行了现场调研和检查；利用大数据
筛查和现场核查的方式，对全市 1532 名血透
患者的就医情况、部分三甲医院的麻醉科进行
了核查，发现部分超量开药、超医保限制用药、
收费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先后组织对安岳
的部分民营医院及安岳县、乐至县 8家公立医
院进行专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
正在进一步整改和处理。

据统计，资阳市共有 1260 家医药机构。
截至目前，已检查了 1087家医药机构，检查覆
盖率达 86.3%，查处了 865家医药机构，涉及金
额 782万元，已拒付和追回医保基金 483.39万
元（其他涉及金额，正在处理中），暂停 14家医
药机构医保服务协议，其中包括 1 家医疗机
构、13 家药店。180 家医疗机构和 3 家经办机
构已全部开展自查自纠，已有 70 余家医疗机
构主动退回违规金额共 130余万元。

依托专项治理
织密基金监管网络

“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存在定点医疗机
构多、监管难度大、医疗监管力量薄弱、监管
水平有待提高、信息系统需进一步完善等问
题，但这些，也正是我们下一步努力改进提升
的方向。”资阳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张智如是
表示。

据悉，下一步，资阳市医保基金监管，将从
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加大打击欺诈骗保力度。在医药机构日
常监管方面，2020年，资阳市已率先使用成德
眉资定点医药服务协议，协议内容更加精细
化，进一步明确了双方权利义务，明确了违规
行为界定等；在常态化开展打击欺诈骗保方
面，将在全覆盖检查的基础上，对区域内医药
机构开展比例不低于 20%的抽查复查工作，加
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健全医疗保障社会监督
激励机制，构建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在建立和
完善智能监控系统、引入三方监管机制、举报
奖励制度、信用管理体系方面，将运用协议、行
政、司法手段加强监管，防范和严处违规套取
医保基金行为，提升基金监管的管理运行质量。

持续创新监管方式。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
方法，建立监督检查常态机制，深入推进大数据
实时动态智能监控、飞行检查和随机抽查等监管
模式，提高基金监管的管理水平。完善对医疗服
务的监控机制，建立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依法依
规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

持续加强部门联动。主动协调财政、市场
监管、卫健、审计、公安等部门，对各县（区）医
保基金运行开展专项检查，进一步提高和规范
医保管理水平，完善基金运行长效机制，切实
保障全市医保基金高效平稳运行、经办服务水
平不断提高。

强化成德眉资医保基金协同监管

资阳重拳出击护卫医保基金安全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岂容“蛀虫”吞噬？今年以来，我
市重拳出击，开展系列专项治理夯实区域医疗保险基金管理。

“为强化成德眉资医保基金协同监管，严守基金安全红线，我们根据省、市部署，
集中开展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专项行动。”日前，资阳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卿明华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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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现代大道北延线及城市综合管廊建设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