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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待遇异地是否可以买药？
网友报料：
我是咸安人，本人常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居住，不知

道咸宁的慢性病待遇在省外的定点药店买药时能否像
在本地一样直接医保报销？如果我所在的城市和咸宁
之间已经实现了医保异地报销，是否买药也能像住院一
样直接结算？

记者调查：
记者联系上了该网友，该网友告诉记者，他是咸安

区居民，已参加2020年度的咸安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他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在去年上半年办完了慢性病待
遇，从2020年10月1日开始享受居民门诊慢性病待遇。

随后，记者联系了咸安区医疗保障局，该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根据市医保局《关于进步一优化异地就医经
办流程的通知》（咸人社函[2017]94号）的文件精神：在
未开通异地联网结算的医疗机构住院及门诊，出院后回
参保地医保局服务窗口报销医疗费用。

根据该网友的情况，吉林省长春市并未与咸宁开通
异地联网结算，所以无法在长春市就地结算。同时，门
诊慢性病待遇不结转至次年，需在12月30日之前，提供
享受待遇时间之后因风湿性心脏病所产生门诊费用的
正规发票，处方，社保卡，暂住证或居住地社区开具的长
期居住证明，前往横沟桥镇行政服务中心医保窗口，报
销门诊慢性病费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湛蓝的天空，棉花糖似的白云。连日
来，咸宁不少人的微信朋友圈又被蓝天白
云刷屏了，大家惊叹道：天空太美了，像风
景画一样。这两天，咸宁的好天气成了市
民热议的话题。

一

连日来，咸宁市天气晴好，阳光明媚，
天空蓝得澄澈通透，朵朵白云荡漾其中，
舒卷百态。

不少咸宁市民拿出手机，拍下各种角
度的美图，记录下咸宁的美景。“天空太蓝
了！想不到冬天还能看到这么美丽的蓝
天！”市民朱先生在等红绿灯时也晒上了
一张“蓝天照”。他告诉记者，看着蔚蓝的
天空心情都变好了，连等红绿灯、堵车时
都没那么焦虑。

“今天只想做一件事，看天！”咸宁市
民刘女士说。

从公园景区到街角巷尾，许多市民拿
起相机，拍下冬日雨后天晴的“咸宁蓝”。
一时间，市民们的微信朋友圈被海量的

“咸宁蓝”图片刷爆了。不少人不禁发出
这样的感慨：这里是咸宁吗？

与蓝天相伴的是清新的空气和极佳
的视野。昨日，记者站在传媒大少高楼远
眺，视野极佳，往西可以望见层峦叠嶂，往
东可以看到高楼大厦。被释放的双眼，对
突如其来的美景有些应接不暇。

“看着这么蓝的天，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我还是早点戒烟吧！”咸宁市民李先生
说。众多网友表示，对“咸宁蓝”看不够、
爱不够。

二

谁给咸宁冬天带来了这么美的“蓝
天”福利？咸宁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邢丽
田分析认为，近段时间风雨天气共同作用
产生了令人陶醉的蓝天白云。

近一个月的时间，受不断南下的高
空偏北气流控制，咸宁市连续出现阴雨

天气，降雨过后空气中PM2.5、PM10等
细颗粒物随着雨水沉降到地面，大气更
为纯净，使得空气分子对太阳可见光中
波长较短的蓝色光散射增强，所以蓝色
更为明显。

“当PM2.5浓度背景值维持较低状
态，气象条件有利时，就容易出现蓝天白
云的晴好天气。”邢丽田说。

另外，受高空低涡后部频繁南下的冷
空气影响，连日来，咸宁市出现了2至3级
偏北风，也非常有利于空气质量达一级

优，大气的透明度非常好。

三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咸宁的
蓝天还得利于咸宁的空气质量好。

空气质量好，好到什么程度？数据显
示，2020年咸宁市城区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为94%，全省排名第四；PM10浓度均
值为49μg/m3，全省排名第三；PM2.5浓
度均值为30μg/m3，全省排名第三，大气
污染防控工作交出亮丽成绩单。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去年以
来，我市统筹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打赢
蓝天保卫战，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
点任务，持续强化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
法治污，全市空气质量持续好转，较好完
成省定目标考核要求。

这样的美景，如何长长久久地留下
来，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绿色福利”？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将顺应人
民群众所需所盼，着力谋划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工程项目实施，推进重点行业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整治，持续加强扬尘污染防治
巡查监管，严控严管渣土运输车辆，强化
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全面制止露天焚
烧，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市民争晒“咸宁蓝”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百姓话题

战寒潮战寒潮 保供水保供水
——看咸宁联合水务如何确保低温季节供水安全有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查生辉 通讯员 林立

冬季低温低浊，供水处理难度加
大，如何确保水质达标安全？

为确保城区水质安全达标，咸宁
联合水务全权委托咸宁市香泉水质检
测有限公司进行水质检测，针对水质可
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水质检测公司不
仅加大工艺管控力度，合理投加净水药
剂，同时，优化滤池反冲洗流程。

结合我市当前水质特点，按照冬
季供水的特殊要求，咸宁联合水务不
断强化水质监测力度：一是在水厂内
部，实行班组、水厂和公司“三级”水质
检测制，确保不达标的水不进厂，不合
格的水不出厂；二是增加了原水、水厂
工序水的检测频次，对原水、工序水和
出厂水每小时检测一次；三是增加了
管网水的监测频次，对城区25个采样
点，进行加密监测，由每月检测两次增
加为每周检测一次。

咸宁市香泉水质检测有限公司经
理尹福兴介绍：“相关数据统计，入冬
以来，咸宁联合水务各水厂的出厂水
合格率和管网水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近年来，咸宁联合水务实行从
源头到龙头“一条龙”管理，确保让市
民饮用合格水、放心水。

强化水质监测 确保水质安全

低温高压高负荷，如何确保供水
设备、供水管网正常运行？

为应对气温骤降幅度过大对电气
设备的平稳运行带来的影响，咸宁联
合水务机电检测人员在巡查中重点关
注变压器分节开关、压力阀、及高低压
套管。昼夜温差加剧，设备元器件表
面容易凝结水汽，会造成泄露电流的
可能性增加，导致绝缘性能下降，严重
时还可能造成短路放电。对此，机电
设备部不仅加大检测频次，并组建低
温保供水应急巡检抢修队，提前对个
水厂内变压器、变频器、配电柜、水泵
等设备设施的逐一进行维护保养，指
定专人对高、低压配电设备进行特殊

巡检，及时发现设备薄弱隐患点，确保
供水设备安全运行。

时值冬季，天气寒冷易导致老旧
管网破裂，为确保供水管网正常运行，
咸宁联合水务探漏队加大对城区供水
管网及供水设施的巡查力度，不放过
任何隐患。为了确保探漏更加准确，
城区主供水管网只能在夜里12点后，
夜深人静时开始探测，才能清楚听清
供水管道的流水声，最大限度保障市
民安全用水。

数九寒冬，咸宁联合水务抢修人
员不畏严寒，全力抢修。去年12月8
日上午，在金桂路168号康元骨科医
院门前，永安管网分部抢修人员为高
效完成抢修任务，附身趴在湿冷的地
面，一头扎进基坑中，赤手伸进冰冷的
管涌水中，将管底的泥沙徒手掏出来，
虽然他的手冻得通红，但他还是一次
次把手伸进水里细细地将管里泥沙掏
起，动作干脆而利索……

目前，咸宁联合水务已建立数支
应急抢救队伍，进一步优化了《应急抢
修预案》，确保发生突发事件，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理、早解决。

加大巡查频次 保障运行正常

雨雪天气水表水管容易冻坏，怎
样最大程度减少冻坏频率？

水表防冻既是冬季供水保障重点
工作，也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保证将
水表防冻知识宣传到位，咸宁联合水务

客服部根据近年来水表水管受冻情况
分析，采取多管齐下方式进行宣传，通
过微信公众号和市级主流媒体发布防
冻保暖宣传内容；发动公司抄表人员深
入城区各居民区进行防冻宣传，在居民
区公示牌张贴“自来水水表防冻宣传”
海报；对小区部分用户详细讲解了冬季
水表、水管的防冻保暖方法；选取部分
老旧小区，向居民示范包裹水表正确操
作，对裸露在外的水表进行包裹。

一滴水，关乎着一座城的幸福生
活；一滴水，凝聚着一个团队夜以继日
的辛勤付出。咸宁联合水务以强烈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日夜守护着城市供
水生命线，确保城市供水安全有序。

创新服务举措 提升服务质量

冬季天气情况复杂，如何保证市
民集中用水期间水压平稳？

我市气温虽然逐步降低，但城区
用水需求短期波动较大，目前供水量
依旧保持在18万吨/日。根据城区用
水需求，调度中心进一步优化《供水调
度应急预案》，并不断根据管网压力情

况调整各水厂出厂水压水量。
在咸宁联合水务调度中心十平方

米的调度显示屏幕前，调度人员全神
贯注盯着显示屏每一组数字的变化，
认真做好天气、气温、供水量记录，确
保一旦出现数据监测异常，及时查明
原因并启用应急预案。

在冬季供水工作中，节假日或晴
好天气成为调度供水工作的难点，市
区居民在此期间集中用水，导致供水
压力徒增，极度容易引起管网压力增
大。为攻克此难题，调度人员结合历
史供水数据和天气预报，提前做好日
常用水计划和水厂机组调节，实施

“高峰多送”、“低峰多储”、“夜间合理
降压”等措施，以保证管网水压的稳
定。

科学合理调度 保证水压平稳

“我们时刻保持和市气象部门联系，深入掌握天气变化，并对重点用水客户进
行上门宣传，不定期对大客户水表进行巡检，当好冬季保供水‘店小二’。”咸宁联
合水务有限公司客服部经理祝亚莉对记者说。

入冬以来，随着寒潮频频来袭，城市供水面临严峻的新考验。为确保冬季城
市供水安全，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坚持谋划在先、准备在前、行动及时，密切关
注天气实况，切实做好防寒工作，主动积极迎战低温天气，多措并举做好低温季节
供水保障工作。

社会救助怎么认定？
网民报料：
我是崇阳人，家里情况比较困难，想申请社会救助，

但不清楚具体的救助对象认定标准，希望相关部门能帮
忙答疑，谢谢。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记者咨询了崇阳县民政局。该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居民申请城乡低保，须持有当地常住户口，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本县城乡低保保
障标准（2020年崇阳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
7080元/人/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5800元/
人/年），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本县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
困难家庭，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申请低
保。

特困供养申办条件：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
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8周岁
的未成年人。此外，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
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
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
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医保报销时遇繁体字怎么办？
网民报料：
我父亲名叫王鑑（金旁+监，读jian，四声），现80多岁

了。因医保系统无法识别名字而无法医保报销，请问怎
么解决？

记者调查：
记者联系上了该网民，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的

爸爸在赤壁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病，要去医保局报销2000
多元。办理报销业务时，赤壁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知
他，因电脑上不能打出来他爸爸的名字中的“鑑”这个
字，就要求他带着他爸爸去公安局去改名字。

但是，在赤壁市公安局办理更改姓名时，派出所的
电脑可以打出来这个字，所以派出所不予改名。“现医保
不能报销，工资也领不出来，年关将至，叫老人如何安
生？我父亲医保报销的钱一直未到账，要求医保局尽快
处理好此事。”该网民说。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赤壁市医疗保障局，该局相关
负责人说，王鑑因名字中的“鑑”为繁体字，参保录入时
因养老保险系统和医保系统当时版本低，不能识别繁体
字，导致姓名信息有出入。

经过该局调查核实，王鑑为赤壁市退休职工，已做
15年医保认定，但2021年大病医疗保险未参保。“现在
系统升级了，识别功能提高，可以拿着王鑑的身份证到
赤壁市行政服务大厅医保服务窗口修改身份信息，信息
修改一致并参加2021年职工大病保险后，可以办理医保
报销手续。”该负责人说，在办理过程中，遇到任务问题，
可以致电0715-5332792咨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HPV疫苗如何接种？
网友报料：
HPV疫苗分为很多种，请问如何查看咸宁市所有可

提供hpv疫苗接种的诊所信息，具体哪个诊所可以接种
哪种HPV疫苗？

记者调查：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宫颈癌疫

苗，又称HPV疫苗，是一种预防宫颈癌发病的疫苗。目
前分为二价、四价、九价三种规格。其中二价和四价接
种年龄为9至45岁；九价接种年龄为16至26岁，疫苗价
格分别为，二价607元/剂次；四价825元/剂次；九价
1325元/剂次。

市民可通过关注“健康咸宁”公众号，在“服务大厅”
选项里面选择“接种门诊”，查询到全市所有预防接种门
诊信息，市卫健委官方网站也能查询到全市所有预防接
种门诊具体信息。

具体接种HPV相关信息可以咨询各县（市、区）疾控
中 心 ，电 话 ：咸 安 区 0715-8817762；嘉 鱼 县
0715-6315602；通 城 县 0715-4350103；通 山 县
0715-2882695；赤 壁 市 0715-5239248；崇 阳 县
0715-3066252。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