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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管家管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国家发展改革委 16 日称，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
机制，自 5 月 16 日 24 时起，国

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
高 285 元和 270 元。这是去年
年底以来我国第九次上调汽
油、柴油价格。 （新华社）

油价上调

国家医保局日前通报了武
汉同济医院涉骗保一案，该院以
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等
骗取医保基金 2334 万余元，还
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9400 余
万元。有位退休医生闻讯后表
示，过去总以作为同济人而骄傲
和自豪，这种事让他“觉得很丢
人也很痛心”。

不只老医生，许多人闻听此
事，都会震惊不已。武汉同济医
院是“顶级医院”，历史悠久，声
名远播。如此公立三甲医院，居
然也骗保？这不禁令人想起喜
剧演员陈佩斯所演小品中的一
句台词：“没想到啊，连你这样浓
眉大眼的家伙，竟然也……”

过去，总是听说某些小地方
的公立医院或民营医院骗保，盖

因财政拨款不足或医院沦为逐利
工具，而同济这样的名牌医院，医
疗资源丰富，医护收入也颇可观，
却依然发生骗保的“丢人事”，确
属少见。它再次证明，利益面前
任何人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

医 保 基 金 是 民 众 的“ 看 病
钱”和“救命钱”，只能合法合规
用于患者，但连闻名全国的标杆
医院也打其“歪主意”，警示意义
不言而喻。这既表明某些医院
对医保基金的使用缺乏敬畏心，
同时也暴露出监管漏洞。武汉
同济医院的案发是因被举报而
遭查处，否则，光环笼罩下的医
院有时会被监管忽视。

医院骗保，据称是“世界性难
题”。仅2021年，国家医保局就追
回医保金逾234亿元，而这只是受
查处追回的，那些未被发现的“巧
取豪夺”又有多少，恐怕绝非小
数。看来，要守住“救命钱”，既要
监管发力，更要完善规章。

顶级医院“骗保”的警示

@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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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
通讯员陈旭彬报道：南海之滨，
珠江口外，伶仃洋上，千钧主缆
蓄势待发。

5 月 15 日上午，随着索盘
缓缓转动，粤港澳大湾区在建
超级工程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
性工程——伶仃洋大桥左幅主
缆首根索股在双线牵引系统的
牵引下由西锚碇出发，历时约6
个小时跨越伶仃洋，成功到达
大桥东锚碇（见图）。这标志着
伶仃洋大桥主缆首根索股顺利
架设，拥有两项“世界之最”的这
座大桥即将挺起“脊梁”，全面进
入上部构造主体工程建设。

“世界之最”
如何海上架主缆？

伶仃洋大桥采用主跨1666
米的悬索桥结构，主塔高度为
270米，相当于90层楼高，拥有两
个“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跨
径海中钢箱梁悬索桥和世界上最
高通航净空尺度的跨海桥梁。

伶仃洋大桥设计有两条主
缆。从效果图上看，两根主缆
锚固在大桥两个锚碇上，跨越
两座主塔塔顶吊起大桥主梁，
将大桥组成一个整体。主缆被
称为悬索桥的“脊梁”。其主要

作用是将整座桥的重量分布到
主塔和锚碇上，是整座桥的主
要承重结构。

在主缆架设中，严格控制
索股线型精度则是保障主缆架
设质量的关键。

保利长大深中通道 S05 项
目部副总工吴育剑介绍，索股
线型的精度决定主缆最终线型
的精度，调索误差上下游相对
高差要控制在毫米级。同时，
作为世界最高的海中桥塔——
伶仃洋大桥位于珠江出海口中
间，面临风场大、海况环境复杂
等难点。

在距离海上200多米、全球

最高的海上施工现场，穿着橘黄
色工服的工人将索股的前端拉
出，挂在系着大红花的拽拉器
上，在卷扬机的拉动下，拽拉器
慢慢地向大桥的另一岸移动。
工人在猫道上“守护”着索股不
断前进，确保索股平行地架在托
滚上。从西锚走上 270 米高的
主塔，经过1666米的主桥，再从
主塔往下来到东锚，全程 6 小
时，顺利完成索股架设。

主缆钢丝
为何是“国内最强”？

伶仃洋大桥的每根主缆由

199根通长索股组成，单根索股
使用127根 2060兆帕的高强镀
锌铝钢丝，长约3公里、重约90
吨，可承担极限拉力高达 740
吨，索股强度是已通车运行的
南沙大桥的1.5倍，这也是目前
国内强度等级最高的悬索桥主
缆钢丝。

“预计每天可成功架设4根
左右的钢丝索股。”保利长大深
中通道 S05 项目部副经理张凯
介绍。按照施工计划，伶仃洋
大桥主缆预计 9月底全部架设
完成，随即转入后期紧缆、索夹
及吊索安装、钢箱梁吊装施工
等工作。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谢红
摄影报道：争当传承岭南广府文
脉领头羊的佛山，迎来一位重量
级“帮手”。5月 16日下午，由羊
城晚报报业集团、佛山市委宣传
部、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主办的《佛山文脉》新书首发暨羊
城晚报非遗文化传播基地成立仪
式正式举行。《羊城晚报》开创的

“佛山文脉”系列将打起“新闻+
文化+服务”的“组合拳”。

启动仪式上，《佛山文脉》一
书正式面世（见图）。该书由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与佛山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共同出版，收录了羊
城晚报佛山全媒体传播中心于
2019 年开设的“佛山文脉”专栏
70 篇代表作品，分为古村韵味、
匠心守艺、民俗印记、寻味佛山、
潮流文化、历史画卷六个章节。

广东省文联原主席、作家、书
画家刘斯奋专门为《佛山文脉》作
序。他表示，《羊城晚报》是一份
有着 60 多年历史的老晚报了。
近年来，《羊城晚报》与时俱进提
出“文化立报”，打造文脉系列正
是“文化立报”的重要方面。《佛
山文脉》是《羊城晚报》文脉系列

的第一本编纂书籍。“《佛山文
脉》之所以能成书，一方面是依靠
羊城晚报佛山站记者们敏锐的新
闻嗅觉，他们深入细致地走街串
巷，把佛山的脉络摸了个透，梳理
出一批优秀的文章；另一方面，佛
山是广府文化的典型代表，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深入到人们的衣
食住行，给记者的采访提供了最
鲜活的素材。”

佛山文脉文化智库也于当日
正式成立。羊城晚报佛山全媒体
传播中心正式聘请刘斯奋，国家级
非遗项目广东剪纸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陈永才，国家级非遗项目佛
山彩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玉
榕，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美术陶瓷分会
副会长黄志伟，国家级非遗项目广
东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饶宝莲
作为首批智库专家成员。

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佛山
市委宣传部共同打造的“佛山文脉
之旅”项目当日同时启动。“佛山文
脉之旅”是“佛山文脉”专栏的升级
版，将真正贯穿佛山历史、反映佛
山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一一梳理，

新闻为眼、文化为脉打造融媒体产
品，传递佛山的时代呼声。在表现
形式上，“佛山文脉之旅”除在纸媒
呈现外，还将通过视频传播扩大宣
传面，达到为不同年龄受众“量体
裁衣”的宣传效果。

羊城晚报非遗文化传播基地
也于当日成立。基地将以展现传
承佛山非遗技艺为使命，借助《羊
城晚报》作为文化大报的品牌效
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吸引更多市民了解佛山非遗，深
入品读佛山文化，让非遗文化成
为佛山响亮的“城市名片”。

羊城晚报讯 5 月 16 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
省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5月 20日召开
省委十二届十六次全会，会期
一天。全会的主要议程包括
审议通过十二届省委向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审查十
二届省纪委向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全
会关于召开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的决议等。

（徐林 岳宗）

新华社以“习近平的文化情怀”为题开设栏目，
推出系列报道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
三坊七巷早已不在了”

详见A2

●“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
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
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
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
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
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
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
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

省委十二届十六次全会
5月20日召开

李希主持会议

《佛山文脉》新书面世
文脉传承打起组合拳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从实从细抓好
我省疫情防控工作

李希主持会议

详见A2

中共广东省委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工作的实施方案》

详见A5

花式松绑叠加降息利好
楼市有望加速回暖

老人索要“带孙费”
法院是否该支持？

详见A3

大湾区“世界之最”装上“国内最强”！首根主缆索股成功架设

伶仃洋大桥正挺起伶仃洋大桥正挺起““脊梁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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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点

羊晚《深读深读广州广州》今起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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