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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绳短不能汲深井， 浅水难以负大
舟。” 宣传思想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
作，没有几把刷子是干不了的，没有高素
质、好把式、真功夫是干不出漂亮活的。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
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 求实创
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在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强调“四力”，对整个宣传思想战线提出
了殷切希望， 为提高本领能力指明了努力
方向， 必将激励广大宣传思想工作干部积
极作为、开拓进取，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开
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宣传思想工作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充分证明宣
传思想战线广大干部是完全值得信赖
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本领能力 ，随

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 适应的一面正
在下降， 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 特别
是，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意识形态领域
新态势、信息化发展新趋势 ，统一思想 、
凝聚力量任务之艰巨， 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务
之艰巨， 改进创新宣传思想工作任务之
艰巨，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任务之艰巨，都是前所未有的。进一
步提升宣传思想干部的本领能力， 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
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 熟悉新领
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四力”，
既是构成本领能力的重要内容， 也是提
升本领能力的方法路径。 在路上心里才
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
里才有感动，增强脚力，就是要把实践和
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 把人民群众当作

最好的老师。 宣传思想工作的活力在于
发现，增强眼力，就是要善于观察 、善于
发现、善于判断、善于辨别 ，既见人之所
见，亦见人之所未见。宣传思想工作贵在
多想多思，增强脑力，就是要善于思考 ，
让脑子动起来、活起来，提高思考能力和
抓问题能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夫。宣传
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增强笔力，就
是要善于表达，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
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
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
事例，从而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

非凡脚力出眼力， 勤想多思著华章。
“四力”是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构成
宣传思想干部的综合素质。“涉浅水者见
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不
断增强脚力，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扑下身
子、沉到一线，才能更好增强眼力、脑力，把
情况问题摸清楚，把好招实招提出来。迈进

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不
断增强笔力，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写“沾
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才能真正
和群众打成一片 ，更加接 “地气 ”、聚 “人
气”。总之，迈开双脚丈量大地、睁大锐眼洞
察天下、开动脑筋深入思考、练就妙笔书写
时代， 宣传思想干部才能不断提高把握正
确方向导向的能力、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
化的能力、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能力、
加强网上舆论宣传和斗争的能力、 处理复
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本领能力绝非天生， 也无法一劳永
逸、一蹴而就，而是在持之以恒的知识更
新、 实践锻炼中炼就的。 不断增强 “四
力”， 打造过硬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我
们就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 ，
始终立于时代潮头、引领风气之先。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载9月4日
《人民日报》）

增强“四力”打造过硬队伍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系统卡、制约多
要“跑腿”还要“垫钱”

督查组走访调查时发现，基层群众普
遍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表示满意，但也有
部分群众反映， 因系统建设滞后等原因，
他们在结算时既要“跑腿”还要“垫钱”。

青海参保人杨崇芳告诉督查组，
2018年2月18日，她自嘉兴市第二医院出
院并完成刷卡直接结算。 正常情况整个
过程可在几秒内完成，但因系统故障，青
海省社保系统未显示相关数据， 青海省
医保中心无法给浙江省支付相关费用。
多次沟通无果后， 医疗机构只好协调病
人家属到医院办理退费后，再现金结算，
拿回青海以纸质材料报销。 本来结算系
统可以让群众少跑路， 结果患者还是得
跑一趟。

督查组发现，因为异地医保结算过程
中的一些限制， 部分群众还是得先垫钱。
天津市民刘女士的父亲是河北沽源人，退
休后一直跟着她在天津居住和生活。去年
10月1日， 她的父亲因为突发心律失常送
到天津市胸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但由于
在当地做的异地就医登记备案登记表上
没有勾选天津市胸科医院，刘女士只能自
己先行垫付11万元的手术费用，然后拿着
票据回父亲户口所在地报销。

证明多、手续繁
为报销前后跑6趟

国务院督查组走访中发现， 有的医保
经办机构在群众报销时，要么不一次性告知
所需材料，要么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强人所
难，一些群众说“想要顺利报销不容易”。

在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参加新农
合、但常住在省会城市贵阳的张女士说，
今年5月至6月， 因生孩子她在贵阳市妇
幼保健院住院产生了一笔费用。 但报销
过程之曲折让张女士始料未及。

负责经办医保的乡镇卫生院工作人
员说， 需要先办一张新农合的存折用于
打报销款；办好存折后第二次去，又说缺
一张张女士的证件照； 照片弄好后第三
次去，因前两次办事的工作人员不在，值
班的人员说不管这事；第四次再去，虽然
材料被接收了，但被告知缺一个“就医医
院是否为医保定点”的证明；第五次去不
仅没给报销，反而又要求开一个“就医医
院是否为三甲医院”的证明。最后，患者
又去医保经办机构问了一次， 因为没有
上述两个证明， 依然无法报销。“前后跑
了6趟，一直被卡着。”张女士的丈夫说，
督查组发现问题后， 很多部门打电话催
他去报销， 甚至说直接把卡号打过去就
行了。

国务院第十一督查组在浙江督查发
现，异地就医群众报销时，多个经办单位都
需要同一发票原件，给群众报销造成困扰。

需解决
部门设置和资金管理不

统一，政策宣传不够

天津市人社局医保制度处处长蔡若
莙坦言， 尽管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工作成
效初显， 但也存在一些痛点和堵点需要
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方面，部门设置不统一。目前，各省
市负责异地联网结算的管理部门各不相
同，在职能分工、层级划分、岗位设置等存

在差异，致使异地间工作沟通较为困难。建
议国家指导各省市建立统一的工作机构，
明确相关职责和标准，确保全国一盘棋。另
一方面，资金管理不统一。目前，各省市资
金清算在31个统筹区进行，每个月工作量
较大，且存在资金核算管理风险。建议国家
建立统一的资金管理系统， 统一管理各省
市的预付金及资金清算。

督查组在调查走访中还发现， 由于
对医保异地结算等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不够， 仍有大部分基层镇村新农合参保
人员不了解异地就医和结算手续。 一些
专家表示， 医保异地结算还需打通最后
一公里，才能让基层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据新华社西安9月3日电）

医保异地结算堵在哪里，痛在何处？
———国务院督查组走访直击

� � � �目前，全国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不断推进，定点医
疗机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不过，国务院督查组近期在多地走访
调查时发现，部分地区仍存在系统不畅、手续繁琐等问题，给患者
报销带来不便。

新华社发

� � �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
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
朽！” 这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厅墙壁上烈士纪念碑的一段
铭文， 纪念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
士———施滉。

施滉， 字动生， 1900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洱源县一贫困家庭。 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 （现清华大学
的前身）。 1923年秋， 施滉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会长， 后在
广州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
钊。 与李大钊的会见， 对他后来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1924年7月， 施滉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 在美共领
导下， 施滉等人成立“美洲华侨和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
筹办 《国民日报》 （即后来的 《华侨日报》） 等， 团结爱
国侨胞， 声援国内反帝爱国运动。 1927年3月， 施滉加入
美国共产党， 并当选为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记。

1928年12月， 施滉被美共中央派往古巴、 加拿大，
在华侨中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1929年， 施滉受党组
织派遣到莫斯科学习。 1930年秋， 施滉从苏联回到阔别
多年的祖国， 先后在中共中央机关、 香港海员工会等处
工作。

1933年冬， 施滉在北平召开会议时， 因叛徒出卖而被
捕， 随即被押解到南京。 1934年初， 施滉被反动派杀害于
南京， 年仅34岁。 （据新华社昆明9月3日电）

施滉
“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下期奖池：6391571458.4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39 8 3 7
排列 5 18239 8 3 7 5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103 14 24 26 28 35 02+0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0

0 0

0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第27届中国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开幕

湖南日报吐鲁番9月3日电 （记者 周阳乐）“吐鲁番的
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今天上午，第27届中
国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开
幕。

中国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 是为纪念丝绸之路开通
2100年而举办的， 是国务院批准的40个地方文化节庆之
一，已成功举办26届。如今已经成为集观光旅游、经贸洽
谈、文化融合、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盛会。

今年的葡萄节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为主题。开幕式
现场，分区展示着鲜食葡萄、葡萄干、葡萄酒和馕系列产品。
其中，“无核白”“马奶子”“淑女红”“火焰无核” 等200多种
鲜食葡萄惊艳全场， 让全国各地宾客大饱口福。“我从没见
过这么多葡萄，颜值高，味道好，我挨个尝，可以吃到饱。”一
位来自湖南益阳的游客十分兴奋。

今年是湖南对口吐鲁番市开展援疆工作20周年， 两地对
口援助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9月2日，常德市与吐鲁番市缔结
为友好城市。据了解，随着“疆品入湘”产业援疆工作的大力推
进， 今年将有近千吨吐鲁番葡萄分批次、 分阶段进入湖南市
场，我省消费者可在家门口吃到正宗、地道的吐鲁番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