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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健康扶贫，稳定实现贫困人口基本

医疗有保障，近年来，重庆市医疗保障局（以下简称

“市医保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全市脱

贫攻坚工作总体要求，立足主责主业，强化责任担

当，关注贫困人口，通过聚焦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

全扶贫工作机制，综合施策，努力提升贫困人口医疗

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扎实推进医保扶贫工作常态

化开展，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感和获得

感。

完善政策 减轻就医负担

“幸亏有医保扶贫的好政策，我才能重获健康！”

这是永川区双石镇中心桥村彭阿姨的心里话。前几

年她被确诊为视网膜脱落，却因贫穷放弃彻底治疗，

导致现在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非常差。这两

年来，彭阿姨由于腰椎滑脱、膝盖半月板损伤、直肠

肿瘤等疾病，在永川区中医院先后进行了3次大手

术，共计花费近16万元。好在她于2013年被纳入

建卡贫困户，在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健康扶贫、精准脱贫保等健康扶贫政策后，报销比例

达到90%，再加上享受了临时救助，3次手术的自付

费用仅1万余元。“感谢医保扶贫政策，让我们这些

贫困老百姓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说到动情处，彭阿

姨红润了眼眶。

彭阿姨只是众多享受医疗扶贫政策的贫困群众

之一。近年来，市医保局深入贯彻《重庆市医保扶贫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严格落实国家局关于“2019年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新增的一半用于大病保险”

的政策要求。在普惠降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

线、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至60%基础上，对贫困人

口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

分点，从2019年9月1日起，取消贫困人口大病保险

封顶线。通过一系列政策，切实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确保贫困人口医疗有保障，减轻贫困人口就医负担。

创建台账 参保不漏一人

去年，市医保局在继续做好与扶贫等相关部门

贫困人口信息定期比对工作基础上，建立了市、区两

级贫困人口参保和贫困人口资助参保两本“台账”，

会同市扶贫办、国家税务总局重庆税务局下发了专

门通知（《关于建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情况每月

统计分级分析台账的通知》），每月从市级将各区县

贫困人口未参保人员情况、中途脱保情况传递各区

县，以便区县及时做好贫困人口的参保续保工作，确

保参保一个不漏、资助一个不少。

截至6月底，全市国扶系统共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167.87万人，除去在外地工作参保等按政策无

需在我市参保的1.5万人外，应在我市参保的166.2

万人全部参加基本医保。市区两级两本台账的建立

和完善，使贫困人口的参保和资助参保工作更具及

时性和精准性，有效确保了“应保尽保”“应助尽助”

的100%实现。

强化服务 提供就医方便

市医保局不断加强与民政、扶贫等部门的协同

联动，进一步完善医保信息系统，为贫困人口住院就

医提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扶贫救助“一

站式”结算服务，切实解决贫困人口就医费用报销跑

腿垫资问题，为贫困人口就医和费用报销提供方

便。2020年上半年共惠及27.8万人次住院贫困人

口患者，发生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10.13亿元，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项制度为贫困人口

报销医药费用8.24亿元，占比81.34%。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按照国家和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围绕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

题，继续贯彻落实医保扶贫各项政策，着手研究脱贫

攻坚后医疗保障防贫减贫机制，探索三重保障制度

功能定位，推进完善统一规范的重大疾病医保制度

和医疗救助制度，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在稳步

推进全市医保扶贫工作的同时，确保如期高质量打

赢医保脱贫攻坚战。

何月梅 图片由市医保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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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疗保障局扎实推进医保扶贫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春阳

“现在我们直播间卖的这个芦花鸡，就
是熊勇养殖的……”8月28日下午4点，丰
都县三建乡，贫困户熊勇在青年志愿者的帮
助下“直播带鸡”。直播开始仅40分钟，熊
勇的芦花鸡就卖出了600多只。截至30日
中午12点，芦花鸡累计售出（含预定）1091
只、销售额超10万元，剩余存栏量约6700
只。

熊勇养殖的芦花鸡在当地还有一个名
字——“励志鸡”，这个名字的背后，是熊勇
不畏病魔、乐观坚强、拼搏人生的故事，也是
一个创新创业、带头发展、脱贫致富的故事。

熊勇的幸与不幸

熊勇是土生土长的三建乡人，自幼家境
贫寒，读完初一就被迫辍学务农。2001年，
他年满19岁，就前往浙江、上海等地打工，
希望靠自己的双手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004年，由于父亲离世，熊勇决定留在
家里照顾母亲和年迈的奶奶。

2010年，他开始养蛇，投入3万多元，由
于经验不足，失败。

2011年，他又开始养牛，每天割草、喂
草、清粪……他常常累得一身是汗。尽管养
牛的回报较慢，但他始终积极乐观。

2012年5月初，熊勇总是恶心呕吐，全
身浮肿明显，几天后，话都已经说不清楚了，
行动也变得十分迟缓。检查后确诊，他患上
尿毒症。

尿毒症就像一个无底洞，摧残着熊勇的
身体，也吞噬着熊勇一家的积蓄。为了给他
治病，弟弟和母亲都外出打过工，举全家之
力保他性命，一家人欠下了不少外债。

病情逐渐稳定后，熊勇又开始创业。在
他看来，山里坡度大、面积广、资源足，很适
合养鸡，就东拼西凑借了点钱，买来400多
只土杂鸡苗喂养。遗憾的是，由于知识和经
验不足，400只鸡感染了鸡瘟，全都死了。

去年4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扶
贫集团驻三建乡夜力坪村工作队定点扶贫
干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带熊勇去万州实
地考察学习芦花鸡养殖技术，并通过协调，
从市市场监管局拨付的帮扶资金中列支款
项帮其垫付鸡苗钱，引进了1100只芦花鸡，
还帮助其搭建鸡棚等。经多方努力，这批鸡
的实际存活率达到了80%。年底，芦花鸡顺
利出栏，熊勇收入了2万多元。

今年，熊勇的第二批1万多只芦花鸡也
陆续顺利出栏，他多年的外债有望还清。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多亏了这
些扶贫干部和各级政府部门帮助。我是不
幸的，但我也是幸运的。”熊勇说。

成“有名”养鸡专业户

第一次养殖芦花鸡成功后，熊勇开始扩
大规模，搞专业化养殖。

第一步是扩大场地。为了让芦花鸡能
够在海拔900米左右的山上有充足的空间
活动和觅食，他流转了50多亩土地。

第二步是重建鸡舍。今年年初，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帮扶集团为熊勇提供了30万
元产业扶贫帮扶基金。熊勇就用这笔钱修
建了三个专业化的鸡棚，给芦花鸡提供敞亮
又卫生的生活环境。

第三步是引进鸡苗。今年4月，熊勇购
买了1万只鸡苗，打算一步步把他的芦花鸡
打造成绿色健康的品牌。

第四步是日常看护。除了定期消毒、防
疫外，为防止芦花鸡被野狗咬死，被黄鼠狼
吃掉，飞到护栏外，熊勇和母亲、弟弟、弟媳
还24小时轮流“巡山”。每天早上6点，熊勇
就背上玉米、豆谷、麦麸和蔬菜去喂鸡。

“我只喂早上一次，其余时间，鸡都自己
在山里找吃的，所以肉质紧实细嫩。”熊勇希
望这些鸡每天爬坡上树，汲取“山间精华”，
练就一身“硬本领”。

熊勇的“养鸡之路”算是走上了正轨。
因为尝到甜头，他更有信心带着乡亲邻里一
起养鸡致富。

邻近的村民熊兴洪是聋哑人，和妻子靠
种几亩田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熊勇直接
给了500只鸡苗给他试养，并承诺教他技

术，帮其找销路。
现在，熊勇和附近几户村民还注册成立

了丰都县欣星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芦花鸡
产业扶贫联合体，为丰都麻辣鸡生产厂家提
供原料，芦花鸡基本不愁销路。

芦花鸡让他看到未来

“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熊勇说，过
去那几年，身心的痛苦摧残着他。但现在，
他有信心了，也看到了未来。

熊勇个子不高，1.5米左右，焦黄的皮肤
下显露出一股农村人踏实肯干的劲儿。在
他的左臂上，一截10公分左右的动脉凸起
十分扎眼，像一条长了增生的刀疤。他笑着
说：“这是我们尿毒症病人的生命线”。

一次扎两针，一周扎三次，8年下来，他
的手臂已经被针头扎了2300多下，上面满
是新旧针眼。和病魔奋战了8年，他知道如
何在病痛和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一周三次的透析曾让他负债累累，他也
曾因为没钱一周只做一次或两次透析，但现
在国家政策好了，熊勇的医疗费从一个月报
完账自费5000多元，到现在报完账只需要
自费1300元左右，一年下来还有6000元的
大病补助。

医药费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他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也放下了。熊勇说，他现在只想一
心一意把鸡养好，让为他操劳了多年的家人
过上幸福的日子。

作为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熊勇坦
言自己很想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我从小
就想创业，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农村做出
点正经事业来。等以后有钱了，我想办个
农家乐，搞农养结合，让大家吃到放心可
口的鸡。”

山窝窝里飞出“励志鸡”

□本报记者 匡丽娜

9月1日，我市各中小学将正式行课，全
市各地各校积极行动，确保顺利开学。

保障开学
两天时间，清理了近4吨淤泥杂物

“8月31日孩子们就来报到了，经过大
家的努力，洪水过后的校园恢复了干净和整
洁。”8月30日，看着美丽的校园，望江小学
的老师们松了一口气。

这次洪水过境，江北区郭家沱街道辖区
内洪水漫灌，大面积受灾，位于沿江路段的
望江小学损失严重。学校设施被洪水冲毁，
一楼教室、功能室、体育室地面以及道路、操
场、绿化地带等被五六十厘米厚的淤泥覆
盖。

为保障9月1日如期开学，洪水一退，
望江小学全校教职工立即行动起来清淤，
江北区不少学校的志愿者也加入进来，他们
在道路中断、电力中断、供水中断的情况下，
用铁铲，用手抬，一点点将覆盖在校园的淤
泥铲干净，把乱石块和被冲毁的地段清理
完毕。

本次洪水过境后，受灾的中小学迅速展
开自救。

位于长滨路上的渝中区培智学校的门
厅、会议室不同程度受灾，校内随处可见
厚达40-60厘米的泥浆。仅用两天时间，
该校便清理了近4吨的淤泥杂物，完成了整
个校园的清理，并进行了防疫消杀，房屋安
全鉴定，受损电路、网管、电子设备的定损
工作。

校园安全
举行应急演练、保安培训、校医技能大赛

“我们全面摸排了师生返校前14天行
动轨迹，掌握健康情况。”8月30日，南开中
学相关负责人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仍然存在，为做好开学
防疫工作，南开中学制定了《秋冬季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准备了充足的防控
物资，开学前对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等
场所开窗通风，并对室内外和空调系统进行
彻底清洁和预防性消毒。

这位负责人介绍：“学校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立了疫情防控‘点对点’协作机制、
监测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组织校园安全整
治和应急演练，确保校舍及各类设施设备均
能安全正常使用。”

为确保顺利开学，我市各地开展了相关
的准备工作。8月23日至8月25日，合川区
教委组织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
构、高校1400余名在职保安在合川中学进
行集中培训，进一步提升校园保安队员素质

和业务能力。
8月27日至28日，云阳县举行了首届

中小学（幼儿园）校医培训暨技能大赛，该县
44所中小学、幼儿园的46名专职校医参加
比赛。该县教委相关负责人称，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提升校医的专项技能和综合能力，为
全县学生健康成长、打造健康校园奠定坚实
基础。

“我上学了”
一年级新生的入学礼

8月30日，不少小学为一年级新生举行
入学礼。

当日，位于石子山体育公园附近的江北

玉带山小学北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该校新老
校区同时举行了一年级新生入学典礼。

满脸稚气的一年级新生在父母的陪伴
下走进校园，走向学习生涯的第一站。不
仅如此，该校还将学校的STEM特色课程
融入其中，在新生中开展“自带光环”主题
活动，让学生们自己装扮十二生肖动物的
造型，以此激发学生想象力，提升他们的思
考能力，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渝中区大坪小学举行了“今天，我是大
坪果果了”新生入学礼，一年级的新生们和
家长一起将亲手制作的入学心愿卡贴在笑
脸墙上，表达了美好的愿望。

重庆中小学9月1日正式行课，各地各校积极行动——

开学，我们准备好了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8月30日，2020“渝货进山东”
促进季暨“鲁渝消费扶贫 让生活更美好”百店联展在山东德
州启动，重庆14个区县的376款产品，接下来将集中走进泰
安、淄博、滨州、威海等14个对口帮扶地市，开启巡回展览。

重庆日报记者在启动现场看到，武隆土坎苕粉、石柱红辣
椒、酉阳琥珀茶油、秀山隘口茶叶、云阳金丝皇菊等重庆多款农
特扶贫产品，受到当地消费者欢迎。“今天本来打算只是做推
广，带了一点红茶和绿茶样品，结果样品全卖完了，还接了一些
订单。”重庆市秀山县钟灵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焕华说。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联展活动将持续到10月
底，将联动山东百仕达、银座、新玛特、金鼎等大型商贸企业和
162个在山东设立的重庆扶贫产品专区、专柜、专馆，分区域
分时期在山东省14个对口帮扶地市巡回举办。

活动线上线下结合，一方面现场摆放促销车，另一方面上
线鲁渝消费扶贫产销对接平台，通过直播带货等扩大重庆农
特扶贫产品销售渠道。

“鲁渝消费扶贫 让生活更美好”百店联展只是“渝货进
山东”促进季活动的一个子活动。为进一步深化鲁渝消费扶
贫行动，重庆市商务委、山东省商务厅、山东省扶贫协作重庆
干部管理组联动两地扶贫协作14对帮扶地市、区县，集中利
用8月-10月共3个月时间，陆续开展山东百店联展、重庆老
字号展销、鲁渝消费扶贫协作产销对接会、特色扶贫产品专场
推介等系列活动。其中，鲁渝消费扶贫协作产销对接会今日
在山东济南举行。

重庆376款扶贫产品
在山东14地市开启联展

8月27日，永川区对全区校车集中进行安全隐
患大排查。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8月30日，江北区玉带山小学新校区，一年级新生报到。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唐
苓玲）8月28日，记者
从重庆高新区获悉，今
年 1-7 月，位于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西永

微电园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产值96.08亿元，同比增长37.63%。
龙头企业带动是西部（重庆）科学城集成电路产业大幅增

长的重要原因。作为“智造重镇”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西
永微电园目前已汇聚了SK海力士、华润微电子、西南集成等
一批知名集成电路企业，形成芯片设计、原材料制造等上下游
企业，构建涵盖产业孵化、IC设计平台、工艺中试平台等创新
链，成功打造了国家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抓创新、聚人才、优环境，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西部
（重庆）科学城出台一系列措施将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创新驱动
发展的重要抓手。如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成立的CUMEC
公司（联合微电子中心），其定位是国家级国际化集成电路新
型研发机构，致力于建设成为光电融合高科技领域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国家创新平台；重庆SK海力士项目二期投用后，
重庆成为SK海力士在全球海外最大的封装测试基地，大幅
提升了SK海力士重庆公司产能；另一家集成电路企业华润
微电子，是国内功率半导体龙头企业，其下属重庆公司上半年
产值同比增长24.5%，带动效应明显。

未来，重庆高新区将助力完善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链条，优
化集成电路产业体系，为国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重庆）科学城提供科技支撑。

西永微电园集成电路产业产值
今年1-7月同比增长37.63%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8月28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在渝召开的全国尘肺病康复站试点工作现场会
上获悉，目前，重庆已建成20个初具规模的尘肺病康复站，尘
肺病防治也取得“三减一增一满意”效果，即减轻患者住院负
担、减少患者住院次数、减短患者到康复场所距离、增强尘肺病
患者生活信心及尘肺病患者对康复站就近集中康复模式满意。

重庆是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化工基地、制造和IT业
基地等，全市存在职业病危害企业有1万余家。截至2019年
底，全市累计报告尘肺病病例数4万余例，尘肺病已成为影响
全市全面脱贫攻坚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介绍，2019年重庆先行先
试，在城口县、奉节县、开州区、黔江区4个区县，依托乡镇卫
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试点建设尘肺病康复站。今年
在尘肺病患者100人以上的乡镇、街道全面推进尘肺病康复
站建设，在常住尘肺病患者达到10人的村居，探索依托村卫
生室建立尘肺病康复点试点，为尘肺病患者提供康复训练指
导、心理疏导、知识普及、简易康复技术培训等。

重庆已建成20个
初具规模尘肺病康复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