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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福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
余利民、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付周、福
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温正斌、福
建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张敏岩、福建省
保险行业协会会长江龙海等领导，以及人保
财险福建省分公司党委主要负责人苏康乐、
中国人寿福建省分公司总经理林守道等 8家
共保体代表出席了上线启动仪式。

“惠闽宝”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银保
监会福建监管局、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福建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闽银保监发〔2021〕
147 号）文件精神，中国银保监会福建监管
局、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福建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共同推动，福
建省保险行业协会协调，人保财险福建省分
公司、中国人寿福建分公司主承保，平安产
险福建分公司、中华财险福建分公司、新华
保险福建分公司、人保健康福建分公司、泰

康养老福建分公司、太平财险福建分公司联
合承保，由镁信经纪提供综合服务运营，为
福建（厦门除外）基本医保参保人统一推出
的福建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
保险紧密衔接、无参保门槛，价格惠民、保障
高。“惠闽宝”保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129 元，投
保期限为 2022 年 7 月 5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参保人员可于 2022 年 9 月 1 日—2023 年
8月 31日享受待遇保障。

政府指导
六大特点普惠八闽大地

“惠民”是政府指导下定制型商业医疗保
险区别于其他保险产品的核心之一。在保障内
容方面，“惠闽宝”除医保目录框架外，还完成
了对医保内保障责任、医保目录外特定高额药
品、医保目录外住院医疗的系统覆盖。

福州、泉州、漳州、莆田、龙岩、三明、南

平、宁德 8 个设区市参加福建省基本医疗保
险且处于正常享受待遇状态的参保职工或
居民，均可申请参保“惠闽宝”，获得一系列
补充保障，包括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和门
诊特殊病种、医保政策范围外住院和特药的
四大保障。具体而言，惠闽宝具有六大特点：

第一，政府指导可信赖。“惠闽宝”在设
计上充分结合福建基本医疗保障的实际情
况，在政府的指导下，为福建老百姓在社保
之外再提供一份针对高额医疗费用的补充
保障，有效减轻老百姓在面对罕见病、重大
疾病时的费用负担，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风险。

第二，价格惠民保障高。老少同价，参保
人每人每年缴费 129元，最高赔付限额达 350
万元，能有效减轻重大疾病个人和家庭负担。

第三，带病可保可赔付。对参保人不设
年龄限制、不设职业限制、不设既往健康状

况限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正常享受
待遇状态的参保职工或居民，均可参保。急
速理赔，方便快捷。

第四，住院门诊待遇全。责任涵盖慢性
疾病门诊、特殊疾病门诊治疗产生的医保目
录内个人自付费用报销比最高可达 70%，住
院医疗产生的医保目录外个人自费费用报
销比最高可达 50%。

第五，目录内外覆盖广。“惠闽宝”涵盖
了医保目录内外的住院治疗费、特殊疾病门
诊费等多项自付费用，囊括了 30种特定高额
药品，覆盖了肺癌、白血病、乳腺癌、胃癌等
多种高发重疾及罕见病。

第六，十大健康好服务。除了高额保障，
参保人还可免费享受门诊预约、就医陪同、重
疾床位/手术安排、第二诊疗意见、专家医生
团、药品费用抵扣、电子处方抵扣、健康档案、
电子处方+送药上门、体检报告解读10项健康

管理服务，覆盖超过60家省内合作医院。
每天四毛钱，享最高 350 万元保障，“惠

闽宝”的上线将有效减轻老百姓在面对重大
疾病、罕见病时的费用负担，降低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风险。

打造可持续精品工程
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 没 有 全 民 健 康 ，就 没 有 全 面 小 康 ”。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要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
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将“增加商业健康
保险供给，推进健康相关业态融合发展”写
入工作任务。深入解决民众“急难愁盼”问
题，在迈向新的百年征程中，定制型商业保
险的积极补充作用逐步明朗。

作为首批国家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福建拥
有探索“三医联动改革”医改经验，在加快推进
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不断创新。2021
年11月，福建省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定
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发展，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定制
医疗保险在提升群众医疗保障方面的作用，实
现与基本医保有效衔接补充”。在这一背景下，

“惠闽宝”应运而生，并与社会医疗保险紧密衔
接，具有鲜明的标杆意义。

为巩固拓展福建省易致贫返贫人口的
健康保障，基石药业、协和麒麟开展了“惠闽
宝”爱心捐赠活动，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作为
推动单位，对此捐赠活动倾注了巨大精力。
基石药业、协和麒麟动用自身的企业力量，
向福建省易致贫返贫人口捐赠保额 33.53 亿
元，大力提升福建省本地市民健康医疗保
障，助推福建省实现共同富裕。

随 着 人 民 健 康 需 求 和 医 疗 水 平 的 提
升，“惠闽宝”的出现，拓展了福建现有基本
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并能有效帮助实现医
保控费。例如，在药品保障方面，“惠闽宝”覆
盖的大部分特药都在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之
外，如高价抗癌药等，对患者用药及医保体
系进行了有效补充。保障内容与社会医疗保
险紧密衔接，正是“惠闽宝”的核心特色与竞
争力。这一特色也将成为“惠闽宝”持续助力
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长期依托。

据悉，自2022年7月5日起，参加福建省基
本医疗保险且处于正常享受待遇状态的参保职
工或居民均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惠闽宝”或支
付宝搜索“惠闽宝”一键办理！ □专题

福建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惠闽宝”正式发布
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7 月 5 日，“惠闽宝”上线发

布会在福州举办，福建省定制型

商业医疗保险“惠闽宝”正式亮

相。作为全省（不含厦门）统一保

障产品，即日起，参加福建省基

本医疗保险且处于正常享受待

遇状态的参保职工或居民均可

参保，仅需 129 元就可享最高 350

万元医疗保障。

本报讯 （记者 张静雯） 2 日，由省
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省脑卒中质量控制中心、省脑血管病专
科联盟主办，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承办的福建省卒中急救地图建设推进
会议在福州召开。

会上，福建省卒中急救地图正式发
布。由 102 家具有脑卒中溶栓能力的医
院、1个质控中心和 10家 120急救中心串
联组成“区域黄金1小时卒中救治圈”，建
立了快速高效贯通院前、院中、院后全流

程一体化的卒中救治模式，让福建省卒
中急救地图真正成为卒中患者的“救命
地图”。我省群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搜索“卒中急救地图”，就可
获得所在区域所有具有卒中救治资质的
医院信息，帮助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以最
快速度到达医院，打造区域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静脉溶栓 4.5小时，动脉取栓 6～
24小时”黄金时间窗内联合救治网络，极
大降低卒中发病后的死亡和残疾率，提
高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改善预后。

“救命地图”来了

福建省卒中急救地图正式发布

本报讯 （记者 何祖谋） 近日，省残
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卫
健委、省医保局联合印发《福建省“十四
五”残疾人康复服务实施方案》（下称《实
施方案》）。到 2025 年，有需求的持证残
疾人和残疾儿童接受基本康复的比例达
90%以上，残疾人普遍享有安全、有效的
基本康复服务。

“十三五”期间，我省率先建立实施
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普惠制政策，残疾
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位居全国前列。

《实施方案》指出，“十四五”期间，我
省将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康复保障政策，
推动形成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配套政策；开展残疾
儿童早期干预试点；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完善我省残疾人辅
助器具适配制度，提升适配服务质量。

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建设。推
动实现每个县（市、区）至少有 1所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服务协议管理机构，每个设

区市至少有2所规范化协议管理机构；通
过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府购买第
三方服务、组织服务队、组织残疾人开展
互助自助服务、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为
残疾人提供精准适宜基本康复服务。

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专业化水平。
到 2025 年，每 10 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8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2 人；开展残疾人
专业康复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
训，实现所有在岗及新进专业技术人员
规范化培训全面覆盖；扩大康复辅助器
具数字化适配技术的应用，促进康复辅
助器具适配服务向“互联网+”服务模式
转型升级。

此外，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
动。开展全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
求调查；以县（市、区）为单位，组织相关
专业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等力
量，通过上门服务、实施转介等方式，为
残疾人提供或帮助残疾人获得康复医
疗、训练、护理、辅助器具适配等基本康
复服务。

残疾人康复服务实施方案出台
到2025年，我省残疾人普遍享有安全、有效的基本康复服务

据本报 7 月 5 日报道，3 日下午，一
名 4 岁女童在漳州东山南门湾被海浪
卷走。千钧一发之际，东山县公安局民
警李松武、渔民卢金镇和退役军人林
建光等人先后冲入惊涛骇浪中接力救
援，他们一次次被大浪冲倒、席卷，最
终拼尽全力将女童救回了岸边。这一
幕被岸边群众记录下来并在网上传
播，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赞誉。

这是一次舍生忘死的行动。从视
频中可以看到，当民警李松武第一个
冲进大海，将孩子托起并向岸边游去
时，数米高的海浪很快将两人扑倒、冲
散，李松武因为失去体力而无法站立。
令人庆幸的是，就是在这极度危险的

时候，卢金镇和林建光义无反顾地冲
入了大浪之中，最终实现了成功救援。

可以说，没有三位英雄的接力，或
者哪怕有人稍微犹豫一小会儿，女童
和救人的英雄都极有可能遭遇不测。

危难时刻见人心。三位救人英雄工
作生活在海边，对于大海的威力不可能
不了解。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不顾个人安
危，义无反顾地冲入了巨浪之中？

“一个生命在眼前，我不能不救。”
“遇到危险都要挺身而出，这是职责和使
命。”面对媒体的采访，英雄们说出了内
心的感受，引起了千千万万网友的共鸣。

的确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人
们遇到困难和危险时，总有一些人挺

身而出、不求回报。驱使他们如此去做
的，其实就是心中的善念和责任感。也
正因如此，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
才会由衷感慨：“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
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人心向善，生活就会充满光明。这
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少数人的价值
观也在悄然间出现了变化。人们纷纷
慨叹“一切向钱看”消解了人与人的信
任和温情，进而引发了“不敢扶”等恶
果。但毋庸置疑，善念看似弱小，实则
是五千年传统文明浇灌出来的硕果，
早已化为民族品格，拥有强大的生命
力和影响力。无论环境怎么变化，“善”
的种子总能在恰当的时候生根发芽，

守护着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

人替你负重前行。我们的生活中，其实
处处都充满“善”。外敌入侵、病毒来
袭、洪水肆虐……每一次危险来临时，
一批又一批勇士义无反顾地冲在前
头，用血肉之躯构筑钢铁长城，守护着
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

作为普通一员，我们如今享受的美
好生活，与无数英雄舍生忘死和无私奉
献密不可分。崇德向善、学习英雄，把

“善”的种子继承发扬广大，理应成为自
觉行动。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当身边有
人遇到困难时，少一些犹豫，主动伸出援
手，人人如此，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惊涛骇浪中彰显英雄本色
□本报记者 黄云峰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东山县召
开 2022年世界环境日新闻发布会暨蓝
碳司法保护工作推进会，通报近年来福
建法院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司法保
护工作情况，并发布《福建法院生态司
法保护状况绿皮书》和10个典型案例。

会 上 公 布 的 全 省 十 大 生 态 案 例
中，东山法院审理的一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位列榜首。东山县位于东海与
南海交汇处，周边有着星罗棋布的岛
礁和南海最北石珊瑚礁，设有省级珊
瑚自然保护区。当地探索生态公益诉
讼，把净滩护海修复等模式融入涉“蓝
碳”案件审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拆除废弃水泥建筑
暑假到来，东山岛迎来旅游旺季，

金銮湾风景区的无人居住海岛赤屿因
风景旖旎，成为热门打卡点。但许多游
客或许不知道，就在一年前，赤屿并不
是这般模样。

东山的珊瑚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
东南近海，总面积 3680公顷，内有珊瑚
虫纲 3 目 15 科 39 种，其中石珊瑚目 13
种，包括 8 种造礁石珊瑚，被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列入南中国海海洋生物多样
性保护管理示范区，而赤屿海域是珊
瑚保护的核心区。

赤屿岛曾被占用作为养殖基地，
岛上那些水泥构筑物，被人遗忘了十
多年，不仅有损海湾美景，而且存在着
风化崩塌危险，阻滞海洋回流，危及海
洋生物繁衍生息。

“公益诉讼办案组检察官在日常
巡查监督过程中发现，赤屿岛上废弃
水泥构筑物造成环境污染，影响了海
湾的生态环境。”东山县检察院检察长
许艺杰说。于是，公益诉讼办案组采取

“圆桌磋商”的创新形式，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并召集相关政府部门，当面指
出监管方面存在的不足，同时提出可
行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监督意见
和建议，要求有监管与修复责任的乡
镇及相关部门，肩负起职责，拆除岛上
的废弃构筑物，实施生态修复、保持岛

屿生态原貌等措施。
紧接着，多部门联手发力，赤屿的

建筑垃圾被完全清除了。涨潮期间，原
先被废弃建筑阻滞的海水连接起来，
改善赤屿的环流，有利于保护海洋生
物的多样性和海底珊瑚的生长发育。

清除海上休闲场所
据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观

察，海底下的垃圾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渔业废弃物，如渔网、蟹笼等，另一类
为生活垃圾，这些垃圾都会严重影响
珊瑚的生长。

几年前，在珊瑚核心区的赤屿海
域，有人偷偷盖起养殖休闲场，作为渔
家乐对外经营。围绕私设的养殖休闲
场产生的钓鱼、潜水等活动，干扰、破
坏了珊瑚保护区，过驳船只排放的油
气污染更是已经危及保护区珊瑚生存
环境。去年，东山检察院了解情况后立
即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海洋与渔业局、
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马
上介入。

涉海案件大部分发生在海上，证据

容易灭失，固定证据存在一定难度，检
察官提前介入，引导相关部门及时收集
证据，当场查获潜水蛙人服、采挖工具
以及放养在网箱里的海胆等海产品。

接到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之后，东
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出动执
法力量，向违规使用该海域、危及珊瑚
生态的养殖休闲场发出《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通知书》，责令自动拆除海上构
筑物。

现在，相关部门在该处设置永久性
公示牌和宣传栏，做好珊瑚保护“后半
篇”。此举既节约了司法成本又画出了
法律红线，起到以儆效尤的法治效果和
震慑效应。《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不履行法律职责案》也因此获评
检察公益诉讼全国生态优秀案例。

犯罪者变“护海者”
东山县铜陵镇人谢某父子共同经

营收购水产品。2021 年禁渔期以来，老
谢分别与邱某等 8人约定，由老谢提供
出海捕捞的鱼饵、碎冰及生活用品等，
邱某等人负责驾驶渔船利用笼壶捕捞

螃蟹等水产品，捕捞的渔获物由老谢
收 购 后 再 转 卖 他 人 。2021 年 5 月 至 6
月，老谢共收购水产品价值 52万多元，
非法获利 1万元。

东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老谢、小谢
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捞水产品，情
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今年 3 月，东山县对此案和另
外两起关联案件进行宣判，根据犯罪
情节，判处包括老谢在内的多人有期
徒刑，同时对包括小谢在内的多名从
犯适用缓刑，并向适用缓刑的被告人
发出“净滩护海令”。此举在全国尚属
首次，成为全省十大生态案之首。

“我自愿签订协议，参与公益活
动。”宣判后，小谢等人与公益组织签
订《关于“认领一片海”净滩护海公益
活动协作协议》，约定以每季度参加不
少于一次公益活动的形式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紧接着，在东山法院的牵头组
织下，小谢等人前往金銮湾金紫荆广
场海域沙滩，与多个职能部门、东山县
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开展“拾捡海漂
垃圾”净滩护海公益活动。

“通过开展净滩护海公益活动，可
以让被告人的身份角色从犯罪者转变
为‘净滩员’‘护海者’。”东山法院院长
林跃轶说，在办理一些涉生态案件过程
中，发现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人，
尤其是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盗采海砂
类型案件被告人，主要是由于法治意
识、环保意识淡薄而违法。因此，东山法
院一直在探索如何结合法院实际与审
判实践破解难题，并多次向上级法院和
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东山县生态环境
局等职能部门“取经”。

最终，东山法院创新设立了双碳
生态巡回法庭，着重探索涉“蓝碳”领
域“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
理”审判执行机制，推进涉“蓝碳”案件
生态修复更加可持续、更具韧性。与公
益组织合作，将参与志愿服务作为部
分被告人缓刑考验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东山法院在涉“蓝碳”案件中的首创
实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东山县拥有省级珊瑚自然保护区和南中国海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当地探索把净滩
护海修复等模式融入涉“蓝碳”案件审判，屡创生态司法案例全国、全省典型——

恢复性司法 护好珊瑚海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黄喜祖 林惠娟 文/图

经常开展净滩护海公益活动的东山金銮湾风景区

明知朋友从事网络诈骗活动，仍出
售银行卡给他并从中非法获利。日前，经
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吴翔（化
名）被法院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吴翔在法庭上争辩道：“我只是卖几
张卡给别人，怎么可能是诈骗罪？别人也
是这样，怎么就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两个罪名完全不同，在量刑上
也相差很大，那么事实是不是像吴翔说
的那样呢？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为我们揭
秘了案件事实。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
吴翔以每套 1000 元至 5000元不等的价
格出售了 9套银行卡（包含手机卡、身份
证信息等）给朋友张亮（化名），获得“好
处费”1.8万元。这些银行卡有的是吴翔
自己的，有的是向别人收购的。张亮利用
这些银行卡，收取多名网络诈骗被害人
的资金共计42万余元。

在审查中，吴翔谎称只是提供银行

卡给朋友而已，不知对方是用于网络诈
骗。实际上，办案人员通过技术手段提取
了吴翔与张亮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其
知道所提供的银行卡是用于网络诈骗。

“不同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吴翔出售银行卡之前就知道，银行卡即
将被用在网络诈骗收取被害人资金的环
节中。”检察官说，由此，吴翔成了诈骗罪
的共犯。

延平区检察院以吴翔涉嫌诈骗罪提
起公诉，延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
吴翔明知他人从事网络诈骗活动仍为其
提供银行卡用于诈骗资金支付结算，以
犯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翔有期徒刑五年
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在铁证
面前，吴翔仍不服提出上诉。近日，南平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当前，我国正严厉打击“两卡”违法
犯罪活动，检察官提醒广大读者，不要为
了蝇头小利而出售、出租、出借自己的银
行卡等资金支付结算账户，一旦被犯罪
分子利用，不仅沦为害人帮凶，还会让自
己身陷囹圄，最终人财两空。

（詹晓黎 整理）

出售银行卡给好友诈骗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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