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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瓶秘境

A04

壶瓶山镇的
“文峰夕照”
，
是壶瓶山八景之一。第三纪至第四纪时期，
大陆冰川覆盖了整个北半球，
气候急剧变
冷，
不少植物被摧残甚至灭绝。壶瓶山因为纬度较低、
秦岭大巴山阻隔等因素，
形成有暖性作用的山岳冰川，
不少第
三纪生长的植物得以幸存。科考者兴奋地把壶瓶山称作东半球
“诺亚方舟”
。这里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34种，
动物60种。
图/壶瓶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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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32岁小伙
获阿里百万科技大奖

A05-08·湖湘地理

A02

今日 8 版

疫情下西班牙
上演现实版《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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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博 报 料：@ 潇 湘 晨 报

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身边的正能
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料人可获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奖励。

提供新闻线索奖金 30-1000 元
▼

扫码下载ZAKER潇湘，
看更多精彩

明年起全国参保信息互联互通

“吉林一号”
一颗高分卫星发射失利
据新华社电 9 月 12 日 13 时 2 分，我国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发射“吉林一
号”高分 02C 卫星，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
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

推动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
据经济日报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村庄建设项目施
行简易审批的指导意见》，
指导地方提高小型村庄建
设项目审批实效，
加快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指导意见》明确了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
批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并从明确适用范围、简化
审批程序、创新审批服务方式、发挥村民作用等方
面，提出具体举措。对于适用简易审批的村庄建设
项目，从以下方面作了优化简化：一是提出可以采
取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方式，合并办理项目建议
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审批环节。二是
允许地方结合实际，将部分审批事项依法委托乡镇
政府实施。三是鼓励地方通过发布可行性研究报
告申报范本等方式，加大对项目单位指导力度。四
是对于整县整乡推进的村庄建设项目，其子项目由
不同项目法人组织建设实施的，以子项目规模界定
是否必须进行招标。

多举措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

三部门印发意见明确，
加强改进六类人群参保缴费服务

据人民日报报道 9 月 11 日，国家医
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指
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自 2021 年参保年
度起，全国参保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动态
更新、实时查询，参保信息质量明显提升;
到 2025 年，基本医保参保率稳中有升，管
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持续增强。
《意见》要求，参保人已连续 2 年(含 2
年)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因就业等个
人状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
换参保关系的，且中断缴费时间不超过 3
个月的，缴费后即可正常享受待遇，确保
参保人待遇无缝衔接。中断缴费时间超
过 3 个月的，各统筹地区可根据自身情况

设置不超过 6 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待
遇享受等待期满后暂停原参保关系。
《意见》还要求，有序清理重复参保。
重复参加职工医保的，原则上保留就业地
参保关系;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原则上保
留常住地参保关系;学生重复参保，原则上
保留学籍地参保关系;跨制度重复参保且
连续参加职工医保一年以上(含一年)的，
原则上保留职工医保参保关系。以上各
类情形在保留一个参保关系同时，应及时
终止重复的参保关系。以非全日制、临时
性工作等灵活就业形式的跨制度重复参
保，保留一个可享受待遇的参保关系，暂
停重复的参保关系。
《意见》还要求，加强改进六类重点人
群参保缴费服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
照精准到人要求，建立与扶贫、税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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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机制，实行参保专项台账管理；大中
专学生(含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应在学
籍地参加居民医保；新生儿，原则上出生
后 90 天内由监护人按相关规定办理参保
登记，自出生之日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均可
纳入医保报销；退役军人退出现役后、由
部队保障的随军未就业军人配偶实现就
业后，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办理关
系转移接续的，不受待遇享受等待期限
制；短期季节性务工人员及灵活就业人
员，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在居民医保待遇
享受期内参加职工医保，医疗保障部门应
保证参保人享受新参加的医保待遇，暂停
原居民医保待遇；被征地农民，在政府代
缴医保费期间就业并参加职工医保的，医
疗保障部门应做好参保关系转移接续，并
及时暂停原居民医保待遇。

据央广报道 9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十
部门举行了全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会，对当前我国塑料污染治
理进展以及下一步在哪些方面发力作出了部署。
今年 1 月份，我国已经公布了关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指导
意见，明确了分阶段目标和措施，8 个月以来，已有 24 个省份出台
了省级实施方案，同时，石化轻工、商贸流通、餐饮服务、塑料回
收等领域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减塑替代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唐登杰表示，塑料污染治理任务需
要从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利用等多个环节加强全链条管理，禁
限一批难回收、易泄漏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替
代一批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循环一批新型包装和物流载
具，同时要建立健全高效回收体系，规范废塑料材料化利用，大
幅提高塑料垃圾能源化利用比例。
具体来看，在生产源头各地要对辖区内塑料制品生产企业
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还在违规生产超薄塑料购物袋、超薄地膜
的要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取缔，特别是要严格医疗废物流向管控，
防止以医疗废物生产塑料制品。
在消费环节，建立电商、外卖、快递等企业一次性塑料制品
使用和回收情况报告制度，推进餐饮企业增设洗涤消毒设施，使
用可重复用餐具，要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布袋、可降解塑料购物
袋，改变商超连卷袋免费自取无节制使用状况。
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提升替代产品的性能，降
低应用成本。在回收和处置环节，加强塑料废弃物分类收集和
处理，
大幅降低塑料垃圾填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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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兵穿军装送孙女报到

9 月 11 日，
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
近，
人们观看象征纽约世贸中心
“双子塔”
大
厦的灯柱。当日是美国
“9·11”
事件 19 周年
纪念日。
图/新华社
本版编辑：朱宗威
本版版式：陈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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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辽金元文物看点

96岁妹妹
给101岁哥哥塞钱

父亲援汉
儿子也顺利考上武大

9 月 12 日下午，长沙博物馆新
展“西京烟云——大同博物馆藏辽
金元文物特展”正式开幕。博物馆
特邀大同博物馆数字网络部主任王
利霞女士进行了展览背景解读和展
览赏析。
王利霞研究方向是辽金元史及
馆藏文物研究，发表《试论大同辽金
壁画墓的布局与特点》
《从墓葬壁画
看辽金大同地区饮食文化》等数篇
省级以上学术论文，以策展人的身
份完成多个展览。

近日，一段 101 岁的哥哥去看望
96 岁的妹妹时分开的温暖场面上了
热搜，感动了很多人。
视频画面显示，101 岁的哥哥和
96 岁的妹妹在短暂相处片刻后，
就又
将各自分开。这对兄妹离别的时候，
两人是非常不舍。哥哥坐上汽车的
时候，妹妹走到哥哥车旁，硬给哥哥
塞了 200 元钱，并哽咽着说：
“买点好
吃的吧”。话音未落，兄妹两人就已
泪流满面……或许他们心里也清楚，
兄妹之间的相见，
见一次少一次。

6 个多月前，姚玉学作为安徽省
第七批援汉医疗队队员，
对口支援武
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在正式入
驻前一晚，他写下一封近 2000 字家
书，寄语儿子：
“我在这里等你，希望
你能更加刻苦考到武汉来。
”他还在
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下一句话：
“儿子，
我在武汉等你。
”
6 个多月后姚医生的
心愿实现了。9 月 11 日，
姚玉学、
妻子
和儿子姚可从酒店出发前往武汉大
学。今年高考，姚可以 660 分的高分
被武汉大学测绘专业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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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国防科技大学门口有位七旬老人身着旧军装，脸
上满是掩盖不住的骄傲与喜悦。原来，老人的孙女刘思佳，今年
以 629 分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这天，一家人从贵州远道而来，
老爷子特意穿上旧军装来送孙女报到。

_Breath_and_Life_：看到哨兵向老兵敬礼的时候，感
觉像是我们从前辈的手里拿到了接力棒。
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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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男孩带5岁走失男童报警
9 月 6 日晚 20 时许，湖北十堰一名 12 岁的男孩小田带着一位
5 岁的男童来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捡到了一个小孩”。民警了
解得知，小田在一广场玩的时候，发现男童身边也没有家长，特
来求助。当晚 22 时许，男童的家人报警称自己家的孩子疑似走
失，经过对比，警方确定该群众走失的小孩正是该男童。

嗯就要疯了：
小孩子都很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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