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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10多天后突然“消失”了
据了解，“武汉惠医保”产品是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汉口中心支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中心支公司承保，面向武汉市民的普惠型医疗保险。

据此前介绍的情况，“武汉惠医保”需居民自愿缴
费参保，即可获得全年 320 万元的保障。“武汉惠医保”

于 1 月 5 日正式上线，武汉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均可在支付宝平台中搜索“武汉惠医保”，进行线上投
保。投保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28 日，保障生效日期
为 2021年 3月 1日至 2022年 2月28日。

1月下旬，陆续有不少网友在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
板反映，在支付宝平台上已搜不到“武汉惠医保”产品
了，很多市民想投保却无购买渠道。

恢复上线后不久再次下线
对此，市地方金融局表示，收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后

联系了保险公司和支付宝平台了解情况，得知产品投放
市场后购买量大，因系统承载能力有限，需对系统进行
升级。

2月2日，长江日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支付宝方面
回应称，该产品购买页面正在进行优化，优化后将很快
重新开启投保窗口。

2月3日，记者再次打开支付宝，搜索“武汉惠医保”

发现，这款产品已重新“上线”，市民可继续购买。
当时，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惠医保”投保窗口已

重新开启，产品内容跟之前没有变化，投保截止日期为
2021年2月28日。

“平台上搜索‘惠医保’，为何显示‘本年度投保期已
截止’？不是说好了截止日期还是2月28日吗？”2月13
日，一位网友在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留言，称“武汉惠
医保”再次“爽约”了。反映同样问题的，还有多位网友。

相关保险公司：在微信平台上线，条款有变
记者登录支付宝平台，搜索“武汉惠医保”，相关页

面果然显示“本年度投保期已截止”。
支付宝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保险公司通知下

线，目前支付宝平台已停售此款产品。
记者联系相关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支付
宝平台上的“武汉惠医保”产品确实已经“下线”了，原因
是产品本身和支付宝方面系统都需要升级，“产品下线
是双方意愿的表达”。

“这款产品在支付宝下线后，又同步在微信端上线
了，市民还是可以在微信端搜索‘武汉惠医保’购买。”
该负责人称，投保截止日期仍为 2021 年 2 月 28 日，保
障内容与之前没有变化，不过合同中部分条款作了调
整，比如产品对投保人的描述更清晰了，并明确了本
产品为非保证续保产品，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不超过
一年）。投保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公司
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险公司同意，交纳保险费，获
得新的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并未告知通过哪些平台发布了上线通知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月 8日，支付宝平台发布通知，提
示因政策调整，“武汉惠医保”参保截止日期调整至2月
11日23:59:59。

然而，采访中，多位网友均表示：在支付宝平台和其
他媒体平台，均未看到过上述通知。“既然政策有变化，
就应该提前充分告知。”

这款产品调整到微信端销售了，可为何没有事先充
分告知呢？保险公司负责人表示，产品转移到微信端之
后，在“武汉惠医保”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通知。

是否通过其他平台广泛告知公众？面对记者的追
问，该负责人称“在媒体上进行了发布”，但截至记者发
稿时，并未告知通过哪些平台进行了发布。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武汉惠医保”为何两度上线又下线
保险公司：因系统升级所致，平台已由支付宝转到微信端

1月下旬，在支付宝平台上线10余天的“武汉惠医保”突然“消失”，长江日报报道

后的第二天，“惠医保”恢复上线，公布的投保截止日期为2月28日。然而，近日，又

有网友投诉：“武汉惠医保”又投不了了，这次，页面直接显示“本年度投保期已截

止”。对此，长江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杜巍巍 记者张剑）供体肺离体后保存
时间太短、围手术期生存率不高、移植术后康复时间长，是国内
肺移植领域一系列难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
院）胸外科肺移植团队聚焦肺缺血再灌注损伤，在临床实践中
持续科研创新，将供体肺缺血再灌注时间从6小时延长到12小
时，实现三年内移植患者围手术期零死亡，肺移植后最短13天
康复出院。

2月 18日，这一围绕肺移植重大关键难题的研究成果，在
湖北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斩获 2020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技术成果在同领域整体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目前我国每年仅大器官移植数就近15000例。其中，肺移
植在技术和管理难度上，堪称“器官移植之最”。据报道，全国
目前具有肺移植资质的医院有 40 多家，但真正具备独立开展
肺移植手术能力的医院不超过 15家，2020年全国开展的肺移
植手术近500台，远低于肝肾等器官移植数量。

项目负责人耿庆教授介绍，肺缺血再灌注损伤是肺移植术

后移植肺功能不全的主要原因，也是术后发生急、慢性排斥反
应及阻塞性细支气管炎的高危因素，严重影响近、远期生存率，
也成为目前国际上肺移植研究的重点。

从2017年底开展肺移植手术以来，通过突破一系列关键难
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持续提升供体肺、特别是“边
缘性供肺”的利用率，为众多渴望新生的肺衰竭患者带来生的希
望。医院胸外科近三年来实施肺移植手术21例，心外科、胸外
科联手成功实施湖北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最远的肺源从以往以
武汉为圆心的1000公里半径内，扩大到海南、云南等边疆地区。

胸外科团队将供体肺缺血再灌注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
实践后，显著提升了供体肺的质量，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肺移
植物失功（PCD）的发生率极低，术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特
别是肺移植团队将快速康复理念（ERAS）应用于肺移植，术后
康复时间显著缩短，单肺移植病人最短13天即康复出院。

这一研究成果对提高肺移植成功率、扩大肺供体库、提升
边缘性供肺移植的安全性及开展紧急救援性肺移植手术，具有
重大的临床意义和社会价值。

武大人民医院肺移植研究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供体肺保存时间延长一倍

下列被征收人（含公有房屋承租人，详见附表)：
现向你公告转交硚口区宗关枢纽西片 A 地块旧城区改

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文号为硚政征[2020]1 号）被征收
房屋分户评估报告及其他评估报告（临时安置补偿、装饰
装修、构筑物等，下同）。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持身份
证、户口簿等有效证件来硚口区宗关街旧城及城中村改造
项目指挥部（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 87 号，联系人：
何学超，联系电话：15527634715）领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

估报告》。逾期未领取的，公告 30 日期满视为转交。被征
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 日
内向武汉博兴房屋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书面复核
评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
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
定。

武汉市硚口区城区改造更新局
2021年2月20日

被征收房屋坐落
硚口区解放大道201号
149栋4单元3层1号

被征收人姓名身份证号
靳海雨

4201121971XXXX2431

分户评估报告号及其他评估报告号
报告序号：A2-2-09-301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4号
报告序号：A2-2-09-301-1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4号

下列被征收人（含公有房屋承租人，详见附表)：
现向你公告转交硚口区宗关枢纽西片 B地块旧城区改

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文号为硚政征[2020]2 号）被征收
房屋分户评估报告及其他评估报告（临时安置补偿、装饰
装修、构筑物等，下同）。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持身份
证、户口簿等有效证件来硚口区宗关街旧城及城中村改造
项目指挥部（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 87 号，联系人：
刘明勇，联系电话：13971108023）领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

估报告》。逾期未领取的，公告 30 日期满视为转交。被征
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
内向武汉博兴房屋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书面复核
评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
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
定。

武汉市硚口区城区改造更新局
2021年2月20日

被征收房屋坐落
硚口区宗关街解放大道
391-4号1层4号
硚口区宗关街解放大道
391-4号3层4室
硚口区宗关街解放大道
391-5号4层2室
硚口区宗关街解放大道
391-5号4层3室

被征收人姓名身份证号
陈玉萍

4201051960XXXX1649
闪雷

4209821995XXXX1915
赵凤秋4201041963XXXX0823
王维育4201041963XXXX0878

王骏
4201041989XXXX0831

分户评估报告号及其他评估报告号
报告序号：B1-01-104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报告序号：B1-01-104-1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报告序号：B1-01-304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报告序号：B1-01-304-1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报告序号：B1-05-402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报告序号：B1-05-402-1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报告序号：B1-05-403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报告序号：B1-05-403-1 鄂博兴（征）字第Z2020005号

硚口区宗关枢纽西片A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
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转交公告

硚口区宗关枢纽西片B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
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转交公告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2月19日晚8时30分，由武汉市
治庸问责办主办、武汉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全媒体监督类栏目

《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播出第35场，主题聚焦公共服务不优
的问题。

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武汉分公司、中国
电信武汉分公司负责人，在问政现场与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企业代表、市民代表、特邀监察员、媒体观察员等组成的“市民
提问团”对话。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进行了现场评
析。

市民投诉集中供暖问题遭客服反呛
武昌热电回应：转变思想，提升服务

19日晚 8时 30分，《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播出问题短片
《集中供暖寒了心 居民投诉苦无门》。

武昌区是武汉市最早开始推行集中供暖的城区，目前，供
暖管线沿和平大道、友谊大道、公正路、中北路近30公里布设，
接入面积 500 万平方米左右，用户近 15000 户。去年 11 月 15
日，东湖一号、友谊国际、锦绣江南等小区开启冬季供暖后，各
种投诉层出不穷，市民反映投诉处理质量差。

不少业主反映，开启供暖后，室内一直升不到合同规定的
供热温度，有的用户被建议只开部分房间暖气并关门，有的用
户按照维修师傅的建议自费清洗了管道，更换了交换器、暖气
片，温度依然升不上去，有的用户甚至一直打不通客服热线，有
的用户被告知“没办法解决”。

更有甚者，用户投诉后，被客服告知“你再打电话也没用，
都是到我们这边”。用户直叹“投诉无门”。

巡查员了解到，从去年11月中旬正式供暖开始，3个月内，
各投诉平台收到关于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的供暖投诉
近千条。

问政现场，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文锋表示，
武昌热电以往是电力生产企业，现转型成供暖服务企业，公司
性质从生产型转变成民生服务型，但全公司上下都没有相对应
地转变服务思想，工作观念和服务意识没有跟上企业转型，没
有贯彻好一站式服务供热理念。“转变思想，提升服务，力争今
年供暖季用户投诉量大幅下降。”

企业园区手机信号差影响工作和生活
运营商回应：认真梳理问题并逐一整改

随后播出的问题短片《信号不佳困扰多 企业网“路”谁保
障？》讲述，2019年，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部整体迁入
双柳基地后发现，厂区宿舍内压根没有中国移动信号。该厂近
万职工工作、生活受到影响。

巡查员在厂区实地走访测试，发现厂区内无法搜到中国移
动信号。

厂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 10 月新洲区科经局在关于重

点企业信号覆盖专题会议上，明确三大运营商在当年 12 月底
前完成4G信号全覆盖。目前，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信号已经完
成覆盖，而中国移动运营商却还未解决通信问题。“移动的说年
前解决不了，设备都是集中采购的，手续会慢一些。”

位于青山区和平大道的武汉华创源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一
家国家级孵化器，引进了多家高新技术企业。2020年中旬，孵
化器内多家企业反映孵化器大楼内部信号差，直接影响到各公
司的正常运转。

巡查员调查发现，整个办公楼区域内，中国移动和中国电
信的信号非常差，企业向运营商投诉后，情况没有改善。

武汉华创源科技企业孵化器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说，面对
投诉，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甚至表示信号不好是手机的原因。

“用的就是最新款手机，信号还是不好，怎么可能是手机问题。”
问政现场，针对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迁址后没有移

动信号的问题，中国移动武汉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伟反
思，此事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本质上是服务意识问题，“遇到
问题，没有积极想办法，而是找托词”。董伟承诺，室内信号施
工一周内开工，室外信号基站马上开通。

针对武汉华创源科技企业孵化器信号差的问题，中国电信
武汉分公司总经理高斌和中国移动武汉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董伟表示，将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质量，认真梳理问题并
逐一整改。

集中供暖用户投诉无门
《电视问政》聚焦公共服务不优

《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聚焦公共服务不优的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