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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贫困户 13882 户 44925 人。经过近几年脱贫
诊疗后付费”，各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均设立了
攻坚，现有未脱贫户 972 户 2776 人，大多因慢性 “一站式结算”综合服务窗口，并与“政府兜底
病或重特大疾病仍未脱贫。
系 统 ”联 网 ，打 通 了“ 一 站 式 结 算 ”最 后 一
一 人 生 病 ，拖 垮 全 家 。 为 了 攻 克 这 一 难
公里。
题，我区推出“四个精准”医疗扶贫：一是精准
同时，我区还落实了健康扶贫政府兜底资
参保。
“ 地毯式”清理农村贫困人口中未参加
金，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住院自付比例超
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人员，全部落实资助
出 10%及慢性病、重特大疾病门诊自付比例超
参保政策，实现了建卡贫困户基本医保和大
出 20%的部分由区财政兜底补助，贫困户无钱
病保险全覆盖。二是精准签约。落实家庭医
也可看病。2018 年，全区兜底救助 340 万元，农
生服务团队 217 个，为每户贫困户落实家庭医
村建卡贫困患者住院自付比例为 9.85%，慢病、
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随时上门诊治、随访。 重特大疾病门诊自付比例为 16.39%，惠及农村
三是精准救治。对患病的农村贫困患者进行
建卡贫困人口 8851 人次。
分类救治，一次性能治愈的，集中力量进行治
到 2020 年，全区将实现基本医保、托底保
疗，需要住院持续治疗的，由就近具备能力的
障、大病专项救治、签约服务管理、公共卫生服
定点医疗机构实施治疗，针对患有 26 种大病
务覆盖全部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实现
的贫困人员，落实定点医院进行诊疗，做到应
贫困人口“少生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
治尽治。四是精准结算。农村贫困人口“先
病”
。

本报讯（记者 刘敏）
“要不是有政府医保
‘兜底’，先垫付医疗费，恐怕我这条老命早就没
了。”近日，太平场镇河沙村 12 组贫困户童传华
做过脑部手术后，现在身体逐渐康复，已经能够
下地干农活了。
今年 66 岁的童传华在两个女儿出嫁后，家
里就剩他和体弱多病的妻子相依为命，但在两
年前的一天，童传华上坡干农活时突发脑梗，幸
好送医及时，做了脑部手术捡回了一条命。
“当时情况危急，我身无分文，两个女儿又
在外打工，幸好政府垫付医疗费，才得到及时抢
救。”童传华说。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院 1 个
多月花费的 2 万多元中，实际上自己只掏了很
少一部分钱，而这两年后续治疗费用大部分也
得到了报销，大大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不止童传华，我区贫困群众都享受到医疗
扶贫。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底，全区有建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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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村 9 户贫困户安居不花一分钱
去年，峰岩乡正阳村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力补齐住房安全短
板，并结合村内实际情况，按照 D 级危房改造政策，逐户走访调查，对全村
16 户危旧房实施改建及维修。其中，
针对自身无能力建房的 9 户贫困户由
村组织集中代建，让他们不花一分钱就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房子，实现
“安居梦”。

图①：5 月 10 日，峰岩乡正阳村的 9 户贫困户通过现场抽签分房方式，
开心地分到了期盼已久的新房。
图②：
贫困户领到新房钥匙后打开新房大门，
查看房内情况。
图③：
峰岩乡正阳村集中修建的新房周边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
记者 甘昊旻 摄

魅力南川期待无限
刘晓娟

陈蕗颖

是日上午，雨后初晴的金佛山晨雾缥缈，鸟
语花香。还未走进景区，大家已经被山顶倾泻而
下的云雾和四周郁郁葱葱的植被迷醉。
在导游的带领下，大家先到了喀斯特博物
馆。导游从金佛山概况、喀斯特台原地貌、金佛
山生物多样性、高海拔水平洞穴奇观，以及金佛
山悠久的历史文化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通过
模拟洞穴让各位来宾对金佛山有了初步认识。
从金佛山西坡景区乘坐索道而上，薄雾笼罩
着乔木，映山红点缀着山峦，青烟袅袅，仿佛置身
仙境一般。
“这清新的空气、湿润的环境，给身心都是一
次净化，这种体验简直太妙了！”中国日报网记者

杨利娟刚下缆车，就连连感叹道。从北京来到南
川，从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到清新怡人的金佛山，
杨利娟很享受眼前的一切。她说，天星小镇从过
去的三线遗址到如今的特色小镇，刻画出了南川
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形象。金佛山守住生
态底色，用心呵护世界自然遗产，呈现给市民一
幅绝美的生态画卷。
“金佛山的美不仅征服了我，还有我的众多
好友。”内蒙古新闻网总编室主任胡浩用手机拍
摄了很多金佛山的照片，不停地晒朋友圈。短短
十来分钟，朋友圈已经被上百人点赞。他表示非
常欣赏金佛山的崔嵬景观，
有机会他还会再来。

乡村振兴令人期待
“层层叠叠的盐井梯田、干净整洁的农家小
院、生机盎然的花园苗圃、独特的山水景观、热情
好客的朴实村民……”杭州网记者郭鑫在石溪镇
盐井村采完风后是这样描述的。近年来，盐井村
通过“三清一改”和打造“最美花卉庭院”等措施，
让农家小院换了新颜。
她说，她之前去过很多乡村，但是像盐井村
这样不仅环境舒适，村民将自家的农家小院打造
成一院一景、一院一韵的特色花园，真的很少见，
虽然是下雨天，但是这里的一物一景都让人很舒
服，很想停下脚步，在这里多待上几天。
在三不加食品有限公司内，云南网记者李熙

本报讯（记者 余凛凛）5 月 13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康纪强带队，对
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视察。
视察组先后来到大观游客集散中心、梅花园、昌达公司科三考场、机
动车检测中心、城投天元房地产项目等地，实地了解国有资产使用、管理、
效益等情况。每到一个项目，视察组人员都详细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询问
投入产出情况。
康纪强在视察中指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是党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依法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重
要举措，有助于增加国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度、提升国有资产管理公信
力。区国资金融办要摸清资产底数，认真履职尽责，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把握重点，着眼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找
准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制度漏洞和风险隐患，针对性健全完善相关管
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有序开展。其他
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要加强人大与政府的协调沟通，畅通信
息，形成工作推进的整体合力。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先畅、郑泽辉、周静、曹维灿参加视察，副区长
冉庆国陪同视察。

临一边认真听着讲解员介绍，一边采访记录。讲
解员张洪琴告诉李熙临，她是村里的建卡贫困
户，因为三不加公司，上有老下有小的她得以在
家门口就近务工，不仅每月能拿 4000 元左右，公
司还给买五险，又方便照顾家里，减轻了很多负
担。
三不加食品有限公司的酱油、食醋酿造技
艺已被纳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结合
大观镇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和农耕文化传承的发
展，公司不断投入资金进行基地打造，增强非遗
传承文化底蕴，带动周边农旅产业发展和贫困
户就业。
“‘农业+工业+非遗’的方式，文化增强了旅
游的灵魂底蕴，吸引住游客，工业产业品牌留住
回头客，不仅让乡村旅游有了看点，带动村民就
业，还带动了周边的农家乐和农副产品的消费。”
李熙临说。

生态保护值得推广
“粪水处理池能种植农作物，还没有味道，
循环利用的方式不仅防止了环境污染，绿油油
的水芹菜还与玫瑰园相得益彰，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袁治卫）5 月 13 日晚上，我区第九届“格力杯”乒乓球
比赛在区体育馆开赛。
本次比赛分为男、女团体、单打等项目，共有 36 支代表队 200 余人参
加。其中，男女团体赛采用奥林匹克赛制。单打比赛则分两个阶段：
第一
阶段分组循环比赛，第二阶段采取淘汰附加赛决出名次，每场比赛采用五
局三胜制。
本次比赛为期 4 天，
比赛时间为每天上午 8：
30、下午 1：
30。
区领导简支全、刘先畅、康平、蒋建出席开幕仪式。

今日三版刊登
融媒体记者南川采风活动掠影
﹃
—金 佛 山 福 南 川﹄全 国 百 家
—

南川美景后会有期

本报讯（记者 袁治卫）近日，在工业园区
南平组团，重庆市远春实业有限公司汽摩配套
产品生产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红火的生产建设场
景。
据介绍，该项目占地 80 亩，新建生产用厂房 3
个车间 40000 平方米、库房 8000 平方米、办公及
配套用房 6000 平方米，建设 5 条加工生产线，计
划今年 10 月投产。
“从去年 7 月开始建设，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能
达到现在的规模，这与南平组团的‘保姆式’服务
分不开。”重庆市远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二
双说，前期，项目建设需要办理公司注册、立项、
用地、规划设计、施工许可等几十项手续，这对于
首次接触项目建设的他来说，完全找不到方向，
幸好有组团的工作人员跟着一起跑，才能及时拿
到各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顺利。
在建设过程中，陈二双也遇到了“麻烦事”。
项目用地中有附近几家农户的鱼塘，但有几户不
满意赔偿条件，
项目建设无法顺利施工，
他眼看着挖机等设备停在现场；
建
设用地岩层厚，
需要放炮施工，
附近农户担心放炮影响自家水池漏水，
也找
到了他；
项目建设用水不足，
水泥、
石粉
“干对干”
，
他也急得焦头烂额。
陈二双无计可施，他找到了组团的工作人员。
“你们和周边农户熟，麻
烦去帮我们协调一下。”
“麻烦你们给周边农户解释一下，放炮之后，我们
对他们的水池进行修缮。”
……在项目建设时，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
他都在组团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慢慢地同周边农户也建立起良好的关
系，现在建设用水都是从各个农户的水池接出来的。
一季度，南平组团协调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32 次，有效地保障了企业
征地拆迁、手续办理、要素保障等需求。
“南平组团工作人员随叫随到，项目建设还真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陈
二双动情地说。

乡村新貌获赞
旅游新景受宠

“南川，是难得的旅游胜地。”
“我想和山王坪赴一场秋天的约会。”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乡村振兴，南川的经
验都值得推荐。”
5 月 13 日，全国百家融媒体记者深入金佛山
景区、山王坪景区、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大观
镇、木凉镇、石溪镇采风。大家表示，南川的美
景、南川的故事已深深走进他们心中，将成为永
恒的眷恋。

伟

第九届
“格力杯”乒乓球赛开赛

全国百家融媒体记者点赞南川——

记者 罗苑瑜

总值班:邓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
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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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组团：﹃保姆式﹄服务
催生投产加速度

“四个精准”让贫困户健康医疗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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