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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双11”过去3天，绝大部分商家已
发货， 上亿件快递在全国各地穿梭不
止，陆续送达到“剁手党”们的手中。

快递业务的持续繁荣背后， 带来了
巨大的环保负担。记者了解到，今年，快
递公司、商家、消费者们，都默默做出努
力，让快递包裹悄然“绿”了起来。

11月14日， 记者在位于长沙县的
圆通长沙转运中心看到， 传送带上一
包包黄黑相间的大袋子有序地运输
着， 同一区域的快件被统一装袋运送
至不同的分拨中心。

圆通快递湖南相关负责人文雯告
诉记者， 这就是圆通今年开始在我省
全面投入的芯片环保袋。

文雯介绍， 芯片环保袋乍看没什么
特殊， 但它的内置芯片可以自动检测出
袋内物品， 且原材料采用了高分子聚乙
丙烯， 相比灰绿色的普通编织袋更加防
水和耐磨，极大增加了使用频率。同时，
环保袋装载容量更大， 单只平均装件量
达38件， 比普通编织袋的装件量增加
50%，减少了包装袋的使用。

快递从转运中心运出后， 一件普
通的快递，根据商品种类的不同，一般
会有塑料袋、封套、快递胶带、包装箱
以及编织袋5大类包装。

顺丰从2017年开始逐步推行绿色
环保的快递包装，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李卫华说， 今年
“双11”， 顺丰在包装上全面采用了改
进后的环保包装。

“不要小看封快递箱的胶带，厚度
仅仅降低5微米，顺丰在全国一年就可
减少胶带使用2972吨。”李卫华给记者
细数包装上的环保改进措施： 胶带轴
缩小了30%， 全国每年节约520吨纸
材；文件封每个降低了5.5克，一年节约
材料使用9%……

今年， 顺丰还在湖南部分地区推
广了“丰·BOX”产品，用来取代纸箱。
黑色布箱可防水抗压， 以拉链代替胶
纸，以魔术贴绑带代替内里填充物。据
统计，每使用100个“丰·BOX”，可减少
使用5000个纸箱、154卷胶纸和300卷
气泡膜。

据了解，为打造“绿色邮路”，今年
“双11”，湖南邮政在长沙、株洲、郴州、
常德、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6市州，投入160辆新能源车，减少运输
中的尾气排放。

包装要减量，不少店家也在行动。
在长沙望城区松桂坊仓库， 往年整整
齐齐的快递箱， 今年却有些参差不齐
了。

松桂坊副总经理彭立国介绍，松
桂坊今年第5次参与“双11”大促，往年
的快递箱只有统一的大小两种型号，
今年， 松桂坊按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不
同重量设计了不同大小的纸盒。

记者看到，大大小小的箱子里，打
开来，每一箱的腊肉都放得满满当当，
刚好适合运输。

“盒子小了要硬塞，用大盒子划不
来；盒子大了，腊肉放在里面又空荡荡
的，要往里面塞许多泡沫。”彭立国说，
仅纸盒的调整， 预计一年就可节约包
材成本20多万元， 同时极大减少了包
材对环境的污染。

长沙开福区盛世荷园小区的驿站
负责人一大早便开始忙碌起来， 他不
仅要分拣快递，还要处理堆放的纸箱。
一上午时间， 驿站收到了10多个居民
留下的大纸箱， 还有拆完特意送过来
的。

负责人说：“居民的环保意识在增
强，纸箱回收，不仅帮驿站节约了打包
费用，还避免了纸箱浪费。”他表示，过
几天将迎来退货高峰期， 到时候这些
纸箱又可以派上用场了。

快递包裹 悄然变“绿”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王曼莉）“双11” 后进入快
递高峰期，而“智慧物流”让快递忙而
不乱。 记者今天在长沙弘广智慧物流
园内看到，一套物流自动分拣系统1小
时可分拣快递商品1.2万件，相当于30
名快递员的工作量。

在传统的配送中心， 往往有十几名
快递员进行人工分拣，1人1小时分拣约
400件快递商品。 而有了自动分拣系统，
只需几名工作人员配合操作即可。

在湖南家边购集团应用的自动分
拣系统生产现场， 快递包裹传送到相
应传送带， 一名工作人员拿出扫描仪

“嘀”地一扫，马上显示订单信息，不同
的快递包裹便会按照不同的目的地进
行派送。

家边购集团负责人金睿介绍，作
为湖南首家采用物流自动化分拣设备
的零售企业， 家边购通过应用物流自
动化分拣系统， 每小时可分拣商品1.2
万件，极大提升了物流效率。

近两年来，顺丰、京东、亚马逊等
行业龙头均采取措施加快“人工智能+
快递”的战略布局。目前，我国自动化
物流仓储系统市场保持年均28%以上
的速度快速增长， 智慧物流已成为快
递行业发展趋势。

“智慧物流”
提速“双11”快递

1小时可分拣商品1.2万件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邓晶
琎）“感谢政府为我们解决困难， 我们
企业80多名员工彻底放心了。” 近日，
河北人朱大伟来到省优化办， 送来感
谢信和锦旗。

2016年，朱大伟来湘乡投资兴业，
成立湖南奥能耐火保温材料公司。今
年初， 因租赁厂房的所属企业破产改
制，奥能公司不得不停止生产，面临订
单损失近2000万元。

省优化办了解情况后， 积极协调
相关政府和部门为企业排忧解难。湘
乡市政府连续多次召开现场协调会，
仅用了5天时间就协调各方达成一致

协议。奥能公司很快恢复生产，继续完
成订单，挽回了损失。近期，湘乡市优
化办还帮企业另寻了一处新厂址，让
企业心无旁骛地继续在湘乡扎根壮
大。

这是我省不断深入“放管服”改
革，着力为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
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 省优化办主
任陈永实介绍，我省不断出实招、求实
效， 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走向高
质量发展。目前，我省正在制定《湖南
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规定》，拟将优化
营商环境纳入法治化轨道。

民企有难 政府援手
“奥能”避免订单损失近20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邓圣明

11月15日，《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家庭）账户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通过省政府门户网站向全社会发布，统一
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
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从2019年1月1日起，
我省5915万参加了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个
人（家庭）账户里每年将有资金划入，经统一列
支后，个人（家庭）账户资金可以自主支配使用，
结余可以留用。这一政策的出台，出于什么方面
的考虑？哪些人可以受益？受益程度如何？对城
乡居民医保基金有何影响呢？

11月14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

统一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
账户，不单是参保缴费要出钱，个人
（家庭）账户还有钱“进”了

《办法》中，确定统一规范城乡居民医保个
人（家庭）账户，其中2019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
人账户，按筹资标准（个人缴费加财政补助）的
30%左右（即213元/人）划入。以后年度根据筹资
水平及基金运行情况适当调整。 以家庭为单位
参保的，可设立家庭账户。这一政策的出台，对
我省5915万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王运柏告诉记者， 推行
个人（家庭）账户政策，首先扩大了政策的受益
面，可以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的门诊保障，并可在
家庭成员之间调剂使用资金。

据了解，我省2003年开始新农合制度试点，
2008年开始城镇居民医保制度试点。 在两项制
度的门诊政策中， 原城镇居民医保设有普通门
诊统筹，未设立个人账户，普通门诊统筹在全体
参保人中调剂使用资金， 只有患病群体才能够
享有门诊保障待遇， 目前实行普通门诊统筹的
有75个县市区； 原新农合在实行普通门诊统筹
的同时，有47个县市区设有门诊家庭账户，但账
户划拨标准并不统一， 低的只有60元/人左右，
高的为110元/人。

我省于2016年底将城镇居民医保制度与新
农合制度整合， 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自
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且设置了1年的过渡期，
此时统一规范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
为的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的门诊保障， 也有利
于制度的整体公平性。

推行个人（家庭）账户，有利于调动参保缴
费积极性。近年来，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
提高较快， 如我省于日前启动的2019年度城乡
居民医保个人参保缴费， 缴费标准在2018年的
基础上增加40元，提高到220元/人。参保缴费已
成为农村家庭较重的经济负担， 农民群众反映
强烈，参保缴费积极性有所下降。部分在湘全国
人大代表以及省、市、县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也多次呼吁要稳定或减慢提高个人缴费标
准。我省相关部门在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广泛听
取群众意见以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意见和

建议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经慎重研究，出
台了该《办法》。

推行个人（家庭）账户，不单单是参保缴费
要出钱，个人（家庭）账户还有钱“进”了，符合大
多数老百姓的意愿， 从而有利于调动参保缴费
积极性。

推行个人（家庭）账户，还有利于促进药店
零售业发展。像普通门诊统筹资金，一般是按人
头付费的方式包干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
容易出现浪费，且不能在零售药店使用。而个人
（家庭）账户资金可在基层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
就医购药，有利于药店零售业的发展。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
有钱了，使用有讲究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里有钱了，
是不是就可以随意支配呢？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王运柏介绍， 个人（家
庭） 账户资金只可以用于参保居民本人或者家
庭成员以下项目支出：

包括在县域内协议医疗卫生机构（含村卫
生室）、协议零售药店发生的常见病、多发病、慢
性病的门诊就医和购药费用； 在县域内住院的
医疗自付费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仅限基本
医疗服务费）；参加普通门诊统筹；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等补充医疗保险。

此外， 还包括经省级医疗保障部门研究同
意纳入支付范围的其他项目； 经统筹地区人民
政府研究同意并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省级医
疗保障部门备案纳入支付范围的其他项目。

为做好相关政策的衔接， 确保政策的延续
性，个人（家庭）账户资金使用应遵循“总量控
制、合理安排，先统一列支、后自主支配”的原
则。划拨给城乡居民的个人（家庭）账户资金，经
统一列支、自主支配使用后，城乡居民个人（家
庭）账户资金当年有结余的，可以结转下年度继
续使用。

《办法》还要求，各级医疗保障、财政部门要
加强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资金监管，
严禁使用个人（家庭）账户资金购买药品之外的
商品，严禁未经参保居民同意从其个人（家庭）
账户中划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 严禁任何单
位和个人套取、骗取个人（家庭）账户资金。对于
违法违规行为，要按照《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监
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019年度，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家庭） 账户资金共需划拨125.7亿
元，医保基金是否“压力山大”

据了解，2019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
庭）账户按照213元/人的标准划拨，共需划拨个
人（家庭）账户资金125.7亿元，对城乡居民医保
基金有多大压力呢？

省财政厅副厅长庄大力介绍，省财政厅、省
人社厅在研究制定政策时， 反复进行了科学测
算。推行个人（家庭）账户管理政策后，城乡居民
医保基金支出结构将发生改变。

2019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
资金共需划拨125.7亿元， 可用于住院统筹资金

规模将减少57.5亿元，略有压力。目前，全省城乡
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94.15亿元（人均结余
322元左右）， 因此短期内不会对全省城乡居民
医保基金稳健运行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长期来
看，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可以采取降低
住院率、引导分级诊疗、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加
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 提高基金统筹层次等综
合配套措施，来减轻住院统筹基金支付压力。

此外， 我省将按照当年度城乡居民医保财
政补助标准5％的比例建立省级风险调剂金，每
年资金规模将达到15亿元左右， 用于各统筹地
区因政策性因素出现基金支付不足时的专项补
助，以确保全省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平稳运行。

庄大力告诉记者，建立个人（家庭）账户看
似增加了医保支出， 但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的长期稳健运行、 让广大参保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是积极并有益的。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王运柏也提到， 推行个
人（家庭）账户，有利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安全
管控。一方面，个人（家庭）账户资金可由城乡居
民自主支配使用，结余可以留用，从而可防止门
诊保障资金被套取或浪费， 容易管理； 另一方
面，人人有了个人（家庭）账户，小病门诊有了保
障，无需住院，有利于减少住院统筹基金支出、
节约医保基金。

要确保个人（家庭）账户政策尽
快落地，需做好4个方面的政策衔接

《办法》要求，个人（家庭）账户政策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 当前正值我省机构改革的关
键期，如何确保这一政策落地呢？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社厅厅长胡奇告
诉记者，目前，各地机构改革尚未完成，因此，各
级人社部门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担负起
责任来，迅速行动，扎实工作，确保个人（家庭）
账户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同时， 各级人社部门要完善医保信息管理
系统，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经办服务能力，确保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政策落实到位。

此外，推行个人（家庭）账户政策，还要做好
4个方面的政策衔接。

一是要做好与普通门诊统筹政策的衔接。已
经实行了普通门诊统筹的统筹地区， 在维持普通
门诊统筹原筹资和待遇标准不降低的情况下，建
立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用于普通门诊
统筹的资金统一从个人（家庭）账户中支出。

二是要做好与门诊家庭账户政策的衔接。
已经实行门诊家庭账户的统筹地区，要按照《办
法》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
政策。

三是要做好与意外伤害医疗保障政策的衔
接。推行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后，由城
乡居民医保经办机构统一为参保居民购买意外
伤害保险， 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统一从
个人（家庭）账户中支出，确保参保居民原有意
外伤害医疗保障待遇不降低。

四是要做好与国家有关医疗保障政策的衔
接。 按照国家推进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
的统一部署， 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改革、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改革。

城乡居民医保，
个人（家庭）账户要了解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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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14日晚，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上，市民打
着伞在雨中等公交车。据省气象台预报，当天开始，湖
南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降温过程，提醒公众注意防寒保
暖。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迎新一轮
降雨降温

� � � � �荨荨（上接1版）
今天，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约见记者，就15日向全社会

发布的《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家庭）账户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解读。《办法》明确2019年度城
乡居民医保个人账户按筹资标准的30%左右（即213元/人）划入，
以后年度根据筹资水平及基金运行情况适当调整。以家庭为单位
参保的，可设立家庭账户。《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个人（家庭）账户资金，可用于参保居民本
人或者家庭成员在县域内住院的医疗自付费用、 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费（仅限基本医疗服务费）等7个方面的项目支出。

据介绍，我省2003年开始新农合制度试点，2008年开始
城镇居民医保制度试点。在两项制度的门诊政策中，原城镇
居民医保有75个县市区设有普通门诊统筹， 均未设立个人
账户，普通门诊统筹在全体参保人中调剂使用资金，只有患
病群体才能够享有门诊保障待遇； 原新农合在实行普通门
诊统筹的同时，有47个县市区设有门诊家庭账户，但账户划拨
标准并不统一。 我省于2016年底将城镇居民医保制度与新农
合制度整合， 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自2017年1月1日起实
施，且设置了1年的过渡期，此时统一规范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家庭）账户，为的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的门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