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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毕业前夕，重庆交通大学依
托该校建设的重庆市高校首家党风廉
政教育培训中心，对该校2019届18个
学院（部）的7000余名毕业生上毕业前
廉洁教育的“最后一课”。除了参观学
习和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毕业生们还纷
纷通过网络和留言簿等平台表达自己
学习的感悟和收获。

6月中旬的一天，重庆交通大学党
风廉政教育培训中心迎来该校2019届
最后一波毕业生——人文学院的223
名毕业生。

这天，毕业学子们要接受离校前颇
为重要的一次教育——廉洁教育。“我
国交通事业高速发展，交通领域的防
腐、廉洁教育是重要保证。”重庆交通大
学纪委书记宋飞介绍，学校在图书馆里
打造了重庆市高校首家党风廉政教育
培训中心。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见，该中心
占地500余平方米，设置了“序厅”“人
间正道，廉路沧桑”“慎行知止，警钟长
鸣”“明德行远，正气浩然”“微言心语，

铿锵誓词”等五个部分，通过图文、声像
等多种载体，讲述了古今中外的廉洁楷
模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历程。

“春秋时期，曾有人送玉给宋国贤
臣子罕。子罕说，你以玉为宝，我以廉
为宝；如果我收下你的玉，我们都失去
了自己的宝物。这就是‘子罕辞玉’的
故事……”在讲解员杨玥的带领下，同

学们依次了解包拯、狄仁杰等人物的廉
洁典故，焦裕禄、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的事迹，以及重庆交通大学首任校
长穰明德修建康藏公路时的故事等。

一些反面典型则让人警醒。听到杨
玥的解说，在场的毕业生们也若有所思。

V字形的走廊两边，用图文介绍了
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反腐制度的设立，

以及我国纪检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发
展。40分钟的参观学习后，数十名毕业
生党员在“宣誓空间”重温了入党誓词。

在展厅结束的地方，毕业生们还可
以扫描二维码，通过网络平台留言发表
自己的学习感受。“以忠诚贤达为志，与
清廉干净同行。众多廉洁的楷模以及
学校‘明德行远、交通天下’的校训，会
激励着一代代交大学子肩负忠诚与责
任，甘当‘铺路石’。”参加“最后一课”的
人文学院毕业生王义华留言道。

“以历史为镜，以制度为绳，在工作
道路上扣好人生的每一粒扣子。”“这堂
课生动丰富，庄严的入党誓词激励着即
将毕业的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
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做正直廉洁的人。”
记者看见，在留言簿上，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河海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等学
院的不少毕业生写下自己的感想。

“今年毕业前的廉洁教育从4月开
始到6月结束，实现了对学校2019届
7000余名应届毕业生全覆盖，今后我
们将把这项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宋飞
说，在为学生上好建桥、修路等专业课
的同时，学校也要为毕业生上好离校前
廉洁教育的“最后一课”，让学生走好人
生的路和桥。

重庆交通大学为7000毕业生上“最后一课”

廉洁教育作铺垫 走好人生路和桥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关注高校毕业就业季②

职工医保，除了买药和挂号，还有
什么用？近日，市医疗保障局对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进行了解读。

据了解，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
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发
生的医疗、药品费。个人账户资金归个
人所有，可跨年度结转使用，可随职工
工作调动转移可依法继承。简单讲，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就是社保卡里的
钱。

因为年龄、缴费基数等不同，所以
每个人社保卡里的钱是不一样的。其
中，又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随单位
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划入标准如
下：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保费全额计
入（标准为个人缴费基数的 2%），用人
单位缴纳的基本医保费划入比例为，不
满 35 岁的职工，按本人缴费基数的
1.3%划入，35-44岁的职工按本人缴费
基数的1.5%划入，45岁以上非退休人
员按本人缴费基数的1.7%划入。

市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解释
说，比如王先生 30 岁，月缴费基数
5000 元，个人账户=个人缴纳医保
费 5000元×2%+单位划入部分5000
元×1.3%=165元/月。

职工缴费基数按照本人上年度月

平均工资核定；新设立单位的职工和用
人单位新增的职工，按照本人起薪当月
的工资核定。

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或起薪当
月的工资低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
工资60%的，按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60%核定；超过上年度全市职
工月平均工资300%的，按照上年度全
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核定。

对单位参保退休人员来说，划入基
数今年1月起从“本单位在职职工人均
缴费基数”调整为“上年度全市城镇非
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

另一种情形则是以个人身份参加
职工医保的，划入标准如下：个人账户
资金以按年公布的划入基数为基数
（2019年为4450元/月，趸缴为6106元/
月，趸缴是指达到退休年龄但医保的缴
费年限不够，选择一次性补齐不足年限
的医保费），其中，不满35岁的人员划
入比例为3.3%（2019 年是每月 146.85
元），满35岁至不满45岁的人员划入
比例为 3.5%（2019 年 是 每 月 155.75
元），满45岁未达到法定退体年龄的人
员划入比例为 3.7%（2019 年是每月
155.75元）。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缴费期

内划入比例为4%（这里的缴费期是指
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因医保的缴
费年限不足，所以继续处于缴纳医保费
的期间）。缴费期满后，划入比例为上
年度本市社平工资的60%的4%（与随
单位参保退休人员相同）。

除了看病买药，个人账户里的钱还
能用在哪里呢？该负责人称，其实，这
些钱可用在9个方面：定点医疗机构的
普通门诊医疗费、住院医疗应由个人承
担的费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规定药品
的费用；医保药品目录以外的“国药准
字号”药品及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以
外的医疗服务项目；“卫消进字号”“卫
消准字号”等消杀类产品（如妇科洗液
等）；“食药监械（进）字号”“食药监械
（准）字号”“食药监械（许）字号”等医疗
器械（如体温计、血糖试纸、血压计、轮
椅等）；购买、注射疾病预防接种的疫苗
费用（如乙肝疫苗、狂犬疫苗、结核菌疫
苗、流感疫苗等，按规定免费的除外）；
健康体检；缴纳退休人员本人的职工大
额医疗互助保险费；本人购买商业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提供给参加我市
基本医保的亲属或指定人门诊就医或
住院个人应承担的费用；购买“食健字
号”保健食品。

除了买药和挂号，职工医保还有什么用
——市医疗保障局解读职工医保缴费标准和使用范围

本报记者 李珩

重庆交通大学2019届毕业生接受廉洁教育“最后一课”现场。
（重庆交通大学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月1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
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
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
制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神经
节苷脂、脑苷肌肽、奥拉西坦等20种药
品被列入首批目录。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在该目录基础
上，我市将形成重庆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并公布。

据了解，首批纳入国家重点监控
合理用药目录的 20种药品，均为化
药及生物制品，且多在神内、神外和
ICU科室使用。记者注意到，上述药

品也曾出现在多个地方的辅助用药
监控目录中。以奥拉西坦为例，据米
内网数据，2017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
终端奥拉西坦注射剂销售额为68.53
亿元。

我市一三甲医院医生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奥拉西坦被称为神经保护
剂，缺乏高质量的临床证据，专业诊治
指南的评价是“神经保护剂疗效与安全
性尚需开展更多高质量临床试验进一
步证实”。这样的药物大量使用，无疑
缺乏合理性。

“此次出台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目
录中的药物就是辅助用药，即一些可用

可不用的药。”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辅助用药，从去年6月起，
市卫生健康委就联合市纪委持续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全市二级以上公
立医疗机构开展处方及病案点评，针对
不合理用药、不合理使用高值耗材等损
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进行整治，目前
已停用一批辅助药。

对于未纳入目录中的药品，又该如
何管理？特别是此次目录中未包含的
中药注射液，此前也曾引发广泛关注。

按照《通知》要求，重庆也将加强
目录外药品的处方管理。比如中药，
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

应用指导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
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
施治原则开具中药处方。其他类别的
医师，经过不少于1年系统学习中医
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医
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才可以开
具中成药处方。这就意味着中药也不
能随意开了。

据了解，重庆将在国家重点监控合
理用药目录基础上形成我市重点监控
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对纳入目录中的全部药品要进行
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该负责人指出，
对用药不合理问题突出的品种，采取排
名通报、限期整改、清除出本机构药品
供应目录等措施，保证合理用药。

对尚未纳入目录管理的药品，将做
好常规临床使用监测，发现使用量异常
增长、无指征、超剂量使用等问题，将加
强预警并查找原因。

20种药被纳入首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目录
重庆也将发布相应目录并严格开展处方审核和点评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赵迎昭
通讯员 罗筱玥）7月2日，重庆建川博
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授牌暨二期
工程开工仪式举行，该博物馆自去年6
月18日开馆至今，已接待游客近110
万人次，受到市民热捧。

重庆建川博物馆一期位于九龙坡
区谢家湾街道黄家码头社区内，由兵工
署第一工厂旧址博物馆、抗战文物博物
馆、重庆故事博物馆等8个主题博物馆
组成，展陈包括6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
在内的各类文物藏品4万余件。8个主
题博物馆由24个抗战时期的兵工生产
洞改造而成，这些生产洞是重庆抗战兵
器工业旧址群的组成部分，被列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表示：“打
造博物馆就像吃饭，凉菜和热菜搭配起
来才吃得痛快。8个主题博物馆内容
丰富，可以吸引游客用一天时间欣赏。
重庆建川博物馆不仅馆藏丰富，展陈了

丰子恺名作《走向胜利》等，也是罕见
的、建在洞体中的博物馆，冬暖夏凉，非
常独特。”

据介绍，今年内，重庆人民防空历
史陈列馆、“我们走在大路上——新中
国70周年民间记忆”展馆将建成开放，
成为重庆建川博物馆的新成员。这两
个展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之和将超过
50件，届时，重庆建川博物馆聚集的展
馆数量将达到10座，馆藏国家一级文
物将超过100件。

重庆建川博物馆二期项目除了上
述两个将在年内开放的展馆，还包括军
民鱼水情、光荣复转军人等9个主题博
物馆。这些主题博物馆将陆续建成开
放。

市文旅委相关人士说，重庆建川博
物馆成为国家4A级景区，将激励我市
其他文博单位尤其是民营博物馆在文
旅融合之路上不断探索，为游客提供更
好服务。

开馆1年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

重庆建川博物馆获评国家4A级景区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进入6月
以来，重庆阴雨连连，不少网友甚至称：

“这是重庆雨最多的6月了。”7月1日，
来自市气候中心的权威数据显示，其
实，主城雨日和去年同期一模一样，为
15天。

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市平均雨
日为17天，较常年同期（15.6天）和去
年同期（14.3天）分别偏多1.4天和2.7
天。其中主城雨日为15天，接近常年
同期（15.7天），与去年同期持平。

下雨天数差不多，那降水量今年是
不是比较大呢？的确如此，今年6月，
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16.0毫米，较常年
同期（179.5 毫米）和去年同期（104.5
毫米）分别偏多2成和1倍。主城沙坪
坝降水量为237.4 毫米，较常年同期
（193.8毫米）多2成，较去年同期（79.1
毫米）偏多两倍。

但这也并不是重庆主城降水量最
多的一年，市气候中心的统计数据显
示，近十年里，2013年—2016年这四
年，六月主城的平均降水量都超过今
年。

气温方面，6月重庆平均气温为
23.9℃，较常年同期（24.5℃）偏低

0.6℃，最高气温出现在6月4日的开州
41.4℃，最低气温则是6月2日的城口
12.6℃。主城6月平均气温为25℃，只
比常年同期低了0.1℃。

这个气温在近十年里也属正常，更
凉爽的年份也有，比如2017年6月全
市平均气温只有23.6℃，比今年还要低
0.3℃；而主城2014年6月平均气温只
有24.1℃，比今年低了0.9℃。

总的说来，今年的6月仍然算得
上是低温阴雨天气。市气候中心总工
程师唐红玉解释，影响我市夏季气候
最主要的气候系统是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进入6月以来，这个高压强度较
常年偏强，位置偏西和偏南，它的西北
侧盛行来自海洋的温暖湿润的空气，
同时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冷暖空气
在此交汇，造成了持续的低温阴雨天
气。

市气候中心预测，7月上旬重庆会
有阶段性的阴雨天气，不过从7月中旬
开始，就将出现阶段性的少雨时段，也
就是“伏旱天气”。在这个阶段，预计重
庆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 39℃～
40℃，平坝、河谷地带或超过40℃以
上。

重庆6月属于正常低温阴雨天气

7月中旬将陆续入伏 局地或超40℃

7 月 2 日，永川区松
溉镇在打鱼河村举行辣
椒采摘大赛。比赛现场，
数十名村民背着背篓弯
着腰，在辣椒地里麻利
地摘下长长的辣椒。最
后 以 采 摘 下 的 辣 椒 重
量、质量等评出名次。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辣椒丰收
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