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不久
前，铜梁区永嘉镇圣水村的宗仁德等
几户村民因邻居家养鸡的脏水乱排问
题，与其闹得很不愉快。通过铜梁社
会治理App，他将情况反映给了区社
会治理指挥中心。当天，村综治专干
就将几户群众召集到一起调解协商，
最终此事得以圆满解决。

群众有难题和诉求，一键就能唤
来相关部门介入。这样的反映——响
应路径已成为铜梁社会治理的新机
制。2019年12月3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铜梁区获悉，自该区社会治理创
新中心挂牌成立以来，短短半个月时
间，已办理群众反映问题390余件，满
意度超过95%。

“如何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高效
处理群众诉求，考验着基层治理的能
力和水平。”铜梁区政法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狠抓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于2019年12月中旬成立
了全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心，并组建起
区、镇街和村（社区）三级指挥中心，
整合全区公安、应急、群工、城管、林
业、卫健等9个平台的资源，构建起

“纵向到边、横向到底”的社会治理指
挥体系。

在铜梁区社会治理指挥中心：一
张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了当地城乡道
路、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来往的行人、
车辆等。随着全区视频监控系统的整
合，该平台已实现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互联互通、覆盖城乡和实时处置。在
屏幕上，还闪亮着许多不同颜色的小
点，代表着当天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
进度。“点开就能看谁受理，如何解决，
办理进度等信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李蜜介绍，现在该中心每天收到问题
20件左右。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中心的实体平
台，铜梁区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的主要
功能是：视频监控联网应用、网格化服
务管理、矛盾纠纷联动联调、群众诉求

“一键唤醒”。目前，铜梁已建立749
个网格和全区范围内的社会治理大数

据库，全天候受理群众诉求，实现了
“多网合一”“一网兜底”，多方联动、快
速响应的问题处理机制。群众有难题
或诉求，既可以面对面反映，也能通过
手机App提交。

三天前，蒲吕街道沙坝村村民蒋
永华反映，其与附近某建材厂有一笔
涉及6000元的退职费纠纷。作为全
区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的最末端，沙坝
村社会治理指挥中心值班工作人员杨
祥兰当即将问题上传平台，随后又“派
单”给村里工作人员直接前往处理。
经两轮调解，蒋永华与企业最终达成
一致，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原来
还担心处理不了，准备继续往上面找，
没想到村里这么快就给解决了。”蒋永
华说。

小纠纷就地在村社解决；复杂矛
盾、基层部门解决不了的则逐级上
报，通过平台统一指挥、多部门联动
处理。事项办理有时限、有反馈，受
理单位、部门都有了压力，动作更快
了，考虑问题更全面。目前，铜梁区
已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三调联动”和诉调、警调、访调“三
调衔接”的复杂矛盾化解机制。今年
以来，铜梁全区信访量同比下降了
15.8%。

不仅是矛盾纠纷的调解，井盖松
动、树枝遮阳、森林着火、入学入托难、
公交线路不合理等群众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手机戳一戳直
接反映。“一键唤醒”机制让当地群众
的问题、诉求解决更顺畅，统一平台实
时跟进、处理和事后群众评价机制，实
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从反
映到到评价的完善流程和机制，受到
了铜梁区群众的高度评价。

成立社会治理创新中心、组建三级指挥
中心、整合9个平台资源

铜梁区建立社会治理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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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1月1日起，重庆开始执行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19年版）。重庆日报记者当天
从市内多家医院了解到，新版药品目录
最大的变化是将118个国家谈判药品
纳入医保报销，不少患者尤其是肿瘤患
者，将受益明显。

肿瘤患者就等着这一天到来

当天上午，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内科大楼21楼依旧忙碌，医生忙得连
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半倚在病床上的高军正在等护士
配药，他的药是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的PD-1单抗药物。

“往前挪一天，我哪里用得起这个
药。”高军今年37岁，2017年查出患有
霍奇金淋巴瘤，由于前期治疗效果不太
理想，进入三线治疗后，他需要用一种
名为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的药物。虽然
自费参保了职工医保，但在以前，这种
药属于自费药，一瓶价格为7838元，一
个治疗周期需要用2瓶，高昂的药费让

高军难以负担。
从1月1日起，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作为118个国家谈判药品之一，被纳入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其价格由每瓶
7838元降为谈判后的2843元，按乙类
药品报销。

“我就等着这一天！”高军算了一笔
账，报销后，他自付部分不到400元/
瓶。所以这次虽然是年前入的院，但他
特意等了两天才开始治疗。

“肿瘤患者受益比较明显。”重庆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医保管理部主任赵玉
兰还举了一个例子，即治疗结直肠癌的
雷替曲塞，价格从此前的每支1748元，
谈判后下降到669元，降幅达55%。以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报销来算，该药是乙
类药品，患者先自付10%，再按比例报
销，患者自付部分最多为157元，占降
价前的10%左右。

“这次医保目录变化最大的就是
118个国家谈判药品的纳入。”市医保
局有关负责人说，这118个药品多为近
年来新上市且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
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
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

化等10余个临床治疗领域。新增谈判
药品价格平均降幅在60%以上，三种
丙肝治疗用药平均降幅在85%以上，
肿瘤、糖尿病等治疗用药平均降幅在
65%左右。

新版目录药品“有进有出”

据了解，2019年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共计2709个药品，和2017年版相
比，2019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入
药品218个，调出药品154个，净增64
个，基本能满足群众用药需求。

从1月1日起，属于2019年版国家
目录删除品种以及无国家药监局药品
注册批件的10个通用名药品，不再纳
入我市医保报销；属于第一批国家重点
监控合理用药药品品种的20个通用名
药品，从今年6月1日起不再纳入我市
医保报销。不过，对于此前使用这些药
品的患者来说，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
医保目录内都有可替代药品，并不会影
响治疗。

“比如神经外科常用的神经营养药
脑苷肌肽，就属于这次医保目录调出的
药品。”垫江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胡明亮说，脑苷肌肽可以选择同药效的
胞磷胆碱替代。

“这次调出的主要是临床价值不
高、滥用明显的药品，而把更多救命救
急的好药纳入医保、腾出空间，优化目
录药品结构。”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说。

中药饮片经清理规范后
仍按现行医保政策报销

值得注意的是，在118个谈判药品
中，新增70个药品，续约成功27个药
品，还有4个药品是国家2017年谈判
准入、2019年谈判中未能成功续约的
药品，即托伐普坦、拉帕替尼、氟维司群
和重组人干扰素 β-1b，这4个药品的
协议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协议期
满后医保将不再报销。

为保障用药的延续性，对我市
2019年12月31日前已开始使用上述4
种药品进行治疗的医保患者，医保基金
可按规定继续支付至2020年 6月 30
日，之后医保基金不再予以支付。在此
期间，医院将逐步做好替换药品治疗，
医生也要注意与患者做好沟通解释工
作。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原已
纳入我市医保报销但未纳入2019年版
国家目录的中药饮片，经清理规范后作
为我市增补的第一批中药饮片，从
2020年1月1日起继续按现行医保政
策报销。民族药和院内制剂仍可报
销。

重庆1月1日起执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肿瘤、糖尿病等治疗用药平均降幅在65%左右

□本报记者 周松

2019年12月31日，我市举行全
市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那些
大力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传承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模范集体和模范
个人，酉阳县桃花源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荣获“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称号。

据了解，成立于2005年的酉阳县
桃花源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
直主要负责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内
核心旅游资源的投资、开发、建设、经
营和管理。

作为一家扎根民族地区的企业，
该公司一直以传承民族文化，带动民
族地区群众致富为其重要任务。

该公司成立以来，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全力保护和传承
民族文化，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

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社会
责任，助推脱贫攻坚和县域经济发
展，在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通过创编《土家摆手舞》
《跳花花》等精品民族舞蹈节目，建
成酉阳桃源大舞台，加强酉阳民族
博物馆的管理和建设，全力保护和
传承了民族文化，其推出的集经典
性、原创性、民族性于一体的大型民
族旅游歌舞剧《梦幻桃源》，被誉为
彰显酉阳乃至重庆渝东南地区民族
文化的演出精品。

通过助推农旅、商旅、文旅、康旅
等融合发展，该公司直接参与扶贫惠
及贫困户1500余人，公司发展产业带
动50余家农业产业专业合作社和2
万余户农户增收创收，带动12万余人
吃上“旅游饭”，有效助推酉阳民族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酉阳县桃花源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民族文化演艺精品《梦幻桃源》

重 庆 市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集 体 和 模 范 个 人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饶桐语

“袁主任，今天又是送什么呀？”近
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文旅委党
组书记、主任袁业国一进彭水鞍子罗
家沱苗寨，就被村民们团团围住，问东
问西。大家知道，袁业国一来，一定又
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把好消息带进苗寨，不是一件
容易事。因为这里位置偏远，交通
条件有限。而袁业国却东奔西走，
将风尘仆仆的身影留在了苗乡的每
一条路。

他不仅积极推进国家民委“中华
民族一家亲”走进彭水，开展送医送戏
送书下乡，更协调推动“绿色中国行”
主题公益活动连续两年落户彭水。

相比把好消息带进苗寨，袁业国
更想把苗家的歌声传出去。

为将苗家特色文化打造成彭水品

牌，他促成彭水本土的娇阿依民族艺
术团赴美国、台湾等地开展文化交
流。这期间，袁业国经常废寝忘食、通
宵达旦地工作，他的左肾因延误治疗
而被迫切除。

作为地地道道的彭水人、苗家汉，
袁业国从小生在苗寨、长在苗寨，对苗
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心中，
有一幅浩大而精美的彭水旅游“画
卷”：有晋升国家5A级景区的阿依
河，有民族风情浓郁、以苗族文化为载
体的蚩尤九黎城，还有一步一景的乌
江画廊，每一幅“画卷”上，都映着苗家
儿女的幸福笑容。

目前，彭水实现了以旅游促发展，
已鼓励支持景区建成扶贫超市4个，
增设扶贫商铺79间、摊位95个，规划
引导建成乡村旅游点30余个，乡村民
宿、农家乐600余家，带动7500余贫
困户增收致富。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袁业国：

把苗家的歌声传出去

本报讯 （记者 张莎）2019年12月31
日，开州区铁桥镇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
中，重庆市第七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开州捐
赠活动在此举行，多个爱心单位为这里的
2000余名孩子送去手套、围巾、暖手袋等暖
心礼物。

发给孩子们的1100套爱心织物，是由合
川区千余名志愿者编织完成，从300多公里
外送来的。据了解，7年来，合川区共发动30
个镇街，招募编织志愿者近万名，完成帽子、
手套、围巾、毛衣等2.2万余件爱心衣物的编
织，先后帮助了2100余名留守儿童和770名
孤寡老人。

活动现场，中建三局重庆分公司的志愿
者们为铁桥镇中心小学的孩子送上了暖手
袋、爱心衣物，爱的传递让孩子们的心暖和起
来。志愿者队伍里有一位资深的红樱桃行动
参与者——许甜甜，她参加红樱桃行动已经
7年，是重庆市第一个“红樱桃姐姐”。

“关爱山区留守儿童，让隆冬的巴渝大地温
暖如春，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红樱桃哥哥’、‘红樱
桃姐姐’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许甜甜说。

重庆市第七届红樱桃“冬日针爱”走进开州

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三峡
升船机将于2020年1月3日8时至3
月11日8时停航实施加强性消防安
全措施施工，工期68天。届时，船舶
可经三峡船闸通行。请工商企业和各

有关单位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特此通告。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
枢纽运行管理中心

三峡升船机加强性消防安全措施施工停航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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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2019年 12
月27日，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打造
的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与充电设施监测
平台App—“e重庆”1.0、重庆市公共出
行服务平台App—“渝e行”2.0正式发
布运营。两项App跨平台整合了智能
出行政用、商用、民用功能，推动重庆市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出行行业走向
集约化、精细化，为广大市民提供出行、
充电等一体化服务。

其中，“e重庆”打破了车桩行业数
据壁垒，将重庆地区的车桩数据进行了
整体聚合，已接入新能源汽车 52364
辆，充电桩12860个，并具有140余项
功能，从而成为全国起步最早、规模最
大、功能最多的车桩一体化平台。

在数据服务方面，“e重庆”向政府
提供数据报告服务，支撑政府政策制

定、补贴发放、规划建设等工作；向企
业提供车辆行驶热力图、用户特征画
像等数据产品；为权限个人用户提供
前沿信息查阅、充电网点状态及价格
查询等服务，让更多电动汽车用户享
受到绿电交易带来的更清洁更廉价的
电力能源。

同时，“e重庆”还可实时监测车辆、
充电设施运行情况及告警情况，开展数
据分析，解决“有车无桩、有桩无车”的
规划建设问题。在市发展改革委、市经
济信息委授权下，“e重庆”将全面支撑

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充电设施运营补
贴、车辆购置补贴审核工作。

依托于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山地城
市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商业模式研究”，

“渝e行”2.0在共享用户、征信体系的基
础上，创新提出押金共享、充值账户共
享的理念，减轻用户资金积压烦恼的同
时，降低运营商推广门槛。

在上述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提出的
“1+N+M”商业模式基础上，“渝e行”
2.0升级了分时租赁功能，真正做到即
租即行。

“渝e行”2.0还创新打造共享充电
模块，用户可便捷查询充电站点位置状
态、实时价格等信息，享受多家合作充
电运营商一键扫码充电，最大程度减轻
用户使用多个App造成的操作繁杂、
资金积压的烦恼。

此外，“渝e行”2.0还全新开发了网
约出行功能，为用户提供便捷、实惠、多
样的出行服务。截至目前，“渝e行”2.0
已经整合曹操出行等9家运营商、2428
辆电动汽车、834个分租点、8154个充
电桩。

新能源车补、找装充电桩、网约出行一键搞定

重庆推出两款新能源智慧出行跨平台App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梁成）2019年12月31日，首片长
32米、重达150吨的预制T梁精确镶嵌
在麦场湾双线特大桥桥墩上，这标志着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以下简称铁路东
环线）全线正式进入铺架阶段，为2021
年底全线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负责铁路东环线五标项目建设的
中铁八局二公司人士介绍，此次首架的
麦场湾双线特大桥长1.1公里，共有38
跨，桥墩最高达40米，相当于10多层楼
高，预计在春节前完成全桥桥梁架设。

铁路东环线正线全长150多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为有砟普速铁路，
桥隧比为74%。项目拟建10个车站，
线路起于珞璜南，北经东港、龙盛后，抵
统景、古路，最终止于磨心坡。

铁路东环线建成后，将有效串联起
重庆东、重庆西、重庆北、江北国际机场
等综合交通枢纽，沿线各站可与城市轨
道交通、地面公交等交通方式便捷换
乘，实现沿线组团间、组团与城区间的

快速客运交流。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串联团结村

中心站铁路物流基地、重庆江北机场航

空物流基地、南彭贸易物流基地及东港
港区，将为重庆市9大工业园区的货物
进出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将有力支撑

和带动沿线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铁路枢纽东环线建设指挥部人士
表示。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铺下第一根梁
标志着全线进入铺架阶段

2019年12月31日，在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麦场湾双线特大桥桥墩上，首片预制T梁精确镶嵌，标志着全线正式进入铺架阶
段。 记者 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