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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小哥”点亮了诚信的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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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羊晚请扫二维码岭南文博会欢迎您

江苏如皋小伙陈伟火了，网
民称赞他为“信义小哥”，当地政
府更将他评为“如皋好人”并予以
奖励。

不同于那些莫名走红的网红，
陈伟之火，火得让人心悦诚服。小
伙子原先在南京开了间水果店，因
为疫情，2021年4月水果店难以为
继，只好关闭，但还有约14万元会
员充值费用要退还。返乡之前，陈
伟拿出身上所有的 6 万多元现金
退还部分费用，此后每天起早摸
黑，同时打三份工，每月一拿到工
资，就赶往200多公里外的南京还
钱。一些失联客户，陈伟通过民警
一一找回。在春节临近之际，陈伟
终于还清了所有欠款。

越是朴素的真理，越是让人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比如“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如你所知，现
实中做不到这八个字的人比比皆
是。陈伟虽囊中羞涩，但他努力
打工还债；而个别企业或许并不
是没钱，仅仅是出于能拖就拖、能
赖则赖的恶意，年关临近还拖欠
农民工工资。和陈伟相比，他们
的灵魂只能说低到尘埃里。

言必行、行必果，陈伟个人的
微茫，再一次点亮了诚信熊熊的
炬火。所谓内不欺己、外不欺人，
诚信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其光芒永
不失色。正因其优良和稀缺，所以
需要持续培育与呵护。如果诚信
和衣服一样，成为一件人们在公共
生活中须臾不可离身的精神外套，
那么人们就不会担心被欠债、不会
担心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不会担心
遭遇各种诡异骗局，这个社会无疑
将变得更加楚楚动人。

小信诚则大信立。陈伟的举
动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好人。新年
伊始，让我们向“信义小哥”学习，
日三省吾身，努力做一个好人。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李建基报道：如果问农历
除夕通常在哪一天，可能很多人
会脱口而出“年三十”。可细心
的市民发现，即将到来的 2022
年农历除夕在 1 月 31 日，当天
为农历十二月廿九（俗称“年廿
九”），为何今年的农历除夕日

“十二月三十日”（俗 称“ 年 三
十”）不见了？广州市五羊天象
馆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年三十”
不见了，和农历月份的天数编排
有关。之前也出现过除夕在“年
廿九”。

据五羊天象馆相关专家介
绍，农历月份是以朔望月为基础
编排的。1个朔望月的平均长度
是 29.5306 天（29 天 12 小 时 44
分）。由于农历月份天数必须是
整数，因而就有“大月30天，小月
29天”之分。而“大小月”的出现，
又和“朔”出现的时间有关。据
悉，农历初一是朔日，“朔”是指月

亮和太阳的黄经相等的时刻。如
果“朔”出现在当月农历初一下午
以后，该月可能是大月，如2021
年1月13日（农历十二月初一），
朔的时刻是13时，这个月的农历
十二月是大月，共有 30 天，故
2021年的农历除夕出现在“年三
十”。如果“朔”出现在凌晨，该月
可能是小月，如2022年 1月 3日
（农历十二月初一），朔的时刻是
凌晨2时33分。这个月的农历十
二月是小月，只有29天，故2022
年的农历除夕出现在“年廿九”。

据悉，上一次出现农历除夕
在“年廿九”是 2016 年 2 月 7
日。而 2022 年后下一个“年廿
九除夕”，则在2025年 1月28日
出现。有意思的是，从 2025 年
（龙年）至 2029 年（猴年），农历
连续 5年（龙、蛇、马、羊、猴）的
除夕都将出现在“年廿九”，这5
年十二月初一的“朔”都出现在
当天上午6时30分以前。

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
会议并发表演讲,强调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
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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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印发实施促进就业“十四五”规划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0万人以上
详见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
韬、通讯员李建基报道:记者
1月 17日从广州市五羊天象
馆获悉，2022 年首个满月将
在 1 月 18 日（农历十二月十
六）出现。这个满月颇有纪
念意义，因为这是“2022年年
度最小满月”。

据悉，月亮围绕地球公转
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运转过程
中，其距离地球时远时近，平
均距离约38.4万千米，最远约
40.7万千米，最近约35.6万千
米，两者相差约5万千米。因
此，从地球上望去就有了“大
月亮”和“小月亮”之分。在1
月 18日晚上 7时 48分，月亮
与地球相距 401024 千米，月
亮的视直径为 29.7 角分。公
众看到的满月“娇小玲珑”，为

“2022年年度最小满月”。
有“年度最小满月”，自然

也有“年度最大满月”。五羊
天象馆相关专家告诉记者，今
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十六）
凌晨2时38分，将出现“2022
年年度最大满月”，又叫“超
级月亮”。届时，月亮与地球
相距 357418 千米，月亮的视
直径达到 33.7 角分。照此数
据推算，届时公众从地球上看
到的月亮，比太阳全年的视直
径都大。

春运首日，“3个 100%”
助力旅客安心出行

广州5个火车站
设核酸采样点

详见A5

昨日，广州南站旅客排队检测核酸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广东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办法》出炉

符合规定的普通门诊费最少能报一半
个人账户划出一部分用于“门诊共济”

今晚可赏
年度最小满月

7月14日可赏
“年度最大满月”

今年为何没有“年三十”？
专家：和农历月份的天数编排有关；

2025年起将连续5年无“年三十”

@街谈巷议

□林如敏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在新时代新征程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李希王伟中黄楚平王荣出席会议

详见A2

同比增长8.1%！我国去年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突破110万亿元
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近八成

详见A3

深圳珠海北京多个病例
不排除经境外物品感染可能

详见A4

春运22002222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辉报道：
记者 17 日从广东省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上看到，《广东省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近日已出
炉，明确建立广东省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参保人员
符合规定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
入医保统筹基金报销，报销比例
为 50%起步，并适当向退休人员
倾斜。

《办法》要求，各地级以上市
要同步调整普通门诊统筹和个人
账户政策，妥善处理好改革前后
的政策衔接，在 2022 年 7月 1日
前出台实施细则并执行。

普通门诊统筹标准多少

《办法》规定，职工医保普通
门诊统筹不设起付标准，在职职
工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
一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支付比
例不低于 60%，二级医疗卫生机
构不低于 55%，三级医疗卫生机
构不低于 50%，退休人员支付比
例适当提高。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有没
有最高限额？《办法》规定，年度
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各地级以上
市上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
工资的2%。

不过，以上比例并不是一刀
切，不同地区或会有差异。《办
法》要求，各地级以上市要结合

本地区实际情况科学测算并合理
确定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具体
的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和最高支
付限额。

《办法》还要求，各地级以上
市同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普通门诊统筹待遇，逐步提高
保障水平。

个人账户的钱从哪儿来

根据《办法》，在职职工个人
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
费计入，月计入标准为本人参保
缴费月基数的2%，用人单位缴纳
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划入统筹
基金。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月划入
额度为 2021 年各地市基本养老
金月平均金额的2.8%。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统账结合职工医保的，
个人账户计入标准参照执行。

据了解，过去，医保个人缴费
的 2%和单位缴费的 30%计入个
人账户。《办法》实施后，由于用
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
部划入统筹基金，这意味着，医
保统筹基金的钱增加了，增加的
这笔钱主要用于提高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待遇。

个人账户的钱能给谁用

根据《办法》，个人账户可用

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女以下费用：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
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
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
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配偶、父
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
缴费；参保人员本人退休时未达
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
费用；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
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
未病”费用；其他符合国家、省规
定的费用。

《办法》特别强调，个人账户
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
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
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

个人账户的钱能提现吗

《办法》规定，当参保人员出
现以下各种特殊情况时，各地级
以上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及时
处理个人账户资金：

参保人员省内跨市转移职工
医保关系的，个人账户资金跨市
使用，不划转、不提现。参保人
员跨省转移职工医保关系的，个
人账户资金原则上随其划转，特
殊情况无法转移时可以划入本人
银行账户。

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经本
人申请，可将个人账户资金划入
本人银行账户。

参保人员在参保期间应征入

伍，经本人申请，个人账户资金
可划入本人银行账户。

参保人员死亡后，经申请，其
个人账户资金可一次性划入本人
银行账户，或者按规定继承。

参保人员出境（包括港澳台
地区）定居的，经本人申请，其个
人账户资金可划入本人银行账
户。

如何更换定点医院

《办法》规定，参保人员原则
上选定 1 家定点医疗卫生机构
就诊，一般一年一定。参保人员
确因居住地迁移等情形需要变
更选定医疗卫生机构的，可向当
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或指定定
点医疗卫生机构申请办理变更
手续。除急救和抢救需要外，参
保人员未经转诊到非选定医疗
卫生机构门诊就医，统筹基金不
予支付。

院外购药费用能否报销

《办法》规定，对于符合规定
的转诊医疗费用和院外购药费
用，纳入普通门诊统筹支付范
围，并纳入定点医疗机构人头支
付标准或总额付费标准中。对不
宜打包付费的门诊费用，可按项
目付费。参保人员可凭医保电子
凭证、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
证，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