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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作

拟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共同推
进重要交通通道建设、 探索实行工伤保险互认……9月27
日， 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六届会商会在长沙召开，
武汉、长沙、合肥、南昌这“长江四兄弟”又一次在长沙相
聚。据会议签署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近期合作重点事
项》，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四市合作释放的一大波民生红
利，将让这4个市的居民实实在在受惠。继四市实现职工医
保“互通”、公积金互认、公交卡通用等后，还将探索实行工
伤保险互认等。

这是长沙市第二次主办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
商会。

■记者 陈月红 王智芳 实习生 冯可

长江中游四市探索工伤保险互认
武汉长沙合肥南昌联袂再推“合作”菜单 民生共享不断拓展

第五届会商会后变化多

去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
城市第五届会商会举行，一年来，
除了基础设施加快联通、 生态共
建更加紧密、 产业协同明显加强
外，还让民生共享不断拓展。

长沙、合肥、南昌、成都、武汉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署《长江
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五届会商
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C4+1）
合作行动计划》，实现了住房公积
金异地缴存、互认互贷，截至今年
8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
异地互认互贷231人，累计发放住
房公积金个人贷款2.9亿元。

四市互联网+智慧人事、 劳动
监察、网上协查平台建设，为开展跨
区域进行新的案件调查取证、 联合
执法创造了条件。 四市还联合组织
开展了文物艺术品交流会、 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等活动， 文化交流更加
深入； 进一步壮大了长江中游急救
联盟队伍，成员单位增加至35个。四
市还加强了教育、 医疗卫生等方面
的经验交流，以及犯罪的惩治、治安
防护等方面的合作。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冯可

回顾

本届会商会有啥新亮
点？ 据了解， 本次会议让武
汉、长沙、合肥、南昌四个长
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
事项更“实”。通过签署三个
文件，四市致力于共同搭建互
联互通的跨区域科技资源共
享平台，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
省会城市新区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联动示范区，并在科技
资源共享、 推动新区发展、近
期务实合作事项等方面达成
了诸多共识，为推动长江中游
城市群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预示着
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即将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合作范围更“广”，
城市群“朋友圈”越来越大。
本次会议邀请了黄石市、岳
阳市、安庆市、九江市、黄冈
市、株洲市、铜陵市、抚州市

等8个观察员城市和湘潭市、
益阳市、 萍乡市等三个区域
合作城市的相关代表参会，
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引
领作用， 促进更多的合作红
利惠及周边城市， 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

此外，合作领域更“活”，
通过现场考察和合作交流会
等形式开展了科技、人社、旅
游、 质监、 工商联等分会活
动， 在四省会城市共同推进
科技服务业发展、 公共服务
水平提升、 民营经济发展等
方面，加大合作的力度，加深
合作的效果。同时，充分发挥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合作专
家委员会的作用， 邀请各位
专家建言献策，并汇编成册，
为城市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智
力支持。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冯可

合作更实更活，“朋友圈”更大
近期，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合

作重点事项有哪些？据长沙市发改
委党组书记、 主任夏文斌介绍，近
期合作重点事项其中有推进事
项，由四省会城市落实，主要包括
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
范区建设、 共同推进省会城市新
区发展合作、 共同推进重要交通
通道建设、 共同组建境外航空联
盟、探索实行工伤保险互认、共同
组建设计联盟、 组建协同创新联
盟、开展公共资源交易远程评标、
共同建设诚信城市、加强检验检测
合作和认证认可合作、加强智慧城
市标准化建设、建立警用信息资源
共享平台等12个方面的内容。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冯可

包括12方面重点

本届新亮点

27日下午召开的长江中游城
市群省会城市第六届科技合作联
席会认为，各城市要进一步向“资
源协同化、产业集群化、市场一体
化”方向推进，打造全国重要的区
域协同创新高地， 促进长江中游
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根据《合作协议》，该共享平
台由主门户网站、科技服务机构
共享子平台、科技信息服务共享
子平台、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子平
台以及科技金融服务共享子平
台五个部分组成，同步链接四省
会城市各自的科技资源共享平
台， 在整体平台建设完成后，共
享平台与四省会城市科技资源
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库和企业登
录的互联互通。其中，长沙负责
共享平台主门户网站、科技服务
机构共享子平台的搭建，其他三

个子平台分别由其他三市负责
搭建， 根据计划， 该共享平台力
争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建
设任务并上线运行。

长沙市科技局副局长周一
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合作逐
步深化，合作搭建科技服务共享
平台，有利于突破行政区划界限，
促进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
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形成统一、
规范的科技服务市场，有助于为
科技服务机构以及区域内产业
链提供优质公共科技服务，推进
区域内科技服务资源在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的优
化配置和共享利用，对于长江中
游城市群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科技服务共享平台有望明年建成

在长沙购买了工伤保险的
市民，如果在武汉、合肥、南昌任
一城市受了工伤， 不久的将来，
将不用跑到长沙进行劳动能力
鉴定， 可在其他三市就近申请鉴
定。会商会上，武汉、合肥、南昌、
长沙四市人社局就五年来长江中
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人社工作一体
化合作情况和新时代合作思路进
行了深入探讨， 共同审议并签署
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工
伤保险异地协作协议》、《长江中游
城市群省会城市技能人才开发合
作协议》。 据悉，四市将逐步推动
工伤保险工作信息互联、 互通，
探索实行工伤保险互认。

在不改变现有政策及各项
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四市将在信
息查询、工伤预防、事故调查、劳

动能力鉴定、工伤医疗康复等方
面开展异地协作。据了解，四市
将建立工伤参保、工伤待遇享受
等相关信息互查机制，开展多种
形式的工伤经验交流活动和信
息共享机制。对异地发生的伤害
事故，可相互委托当地社会保险
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即：由委托
部门出具《工伤事故委托调查
书》，写明委托调查事由；受托部
门签收委托调查书后，应当及时
组织调查，收集调查证据，完成
调查；受托部门将调查材料列出
清单，送达委托部门。

四市还拟建立相互委托劳动
能力鉴定制度和异地劳动能力鉴
定专家库，方便工伤职工、用人单
位就近委托经营地地市级以上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推动工伤保险信息互联、互通

围绕“共创长江中游城市
群合作发展新局面， 合力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江中游城
市群”，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
市委书记马国强， 安徽省委常
委、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湖南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胡衡
华，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
雄，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建
洋分别发言， 共商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合作发展行动路径。胡
衡华主持会议。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

张东强、国家科技部高新司副巡
视员梅建平出席会议，为四市加
强战略交流合作、加快长江中游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指点路径。

会商会上， 审议并签署了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近期合作
重点事项》、《长江中游城市群省
会城市新区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共
建科技服务资源共享平台合作
协议》（下称《合作协议》）三个文
件，这预示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合
作即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大咖”齐聚共谋城市群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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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下午，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人社工作一体化发展第六届会商会在长沙举行。 记者 陈月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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