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7日，沱湾大桥车行道防撞护栏安装完工。前期，区城市管理局对

城区桥梁进行拉网式大排查，完善桥梁基础数据库，建立问题和隐患清单。

根据问题清单，对桥梁路缘高度不合规范的沱湾大桥进行整改，在大桥车行

道两侧加装防撞护栏，有利于保障车辆和行人安全。 通讯员 张露萍 摄

大桥新增
防撞护栏

本报讯（通讯员 危叶）近

日，笔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按

照全市统一部署，我区将对打击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

自查工作开展“回头看”。

“回头看”主要聚焦欺诈骗取

医疗保障基金行为，包括通过虚

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

参保人员住院的行为；留存、盗

刷、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的

行为；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

书或票据的行为；虚记、多记药

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医疗服

务设施费用的行为；串换药品、器

械、诊疗项目等恶意骗取医保基

金的行为。本次行动将重新排查

线索，发现问题，立案检查，特别

是针对有组织的团伙欺诈骗保行

为将严厉打击。

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将被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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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天波调研指导招商引资工作时指出

有热情有方法 不断提高招商引资工作实绩实效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区东溪镇杨安贵蔬菜种植家庭农场在重庆银行綦江支行开户,开

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6530068334701，账号：660101040010768，声明作
废。

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崇恩村村民委员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綦江支
行扶欢分理处开户，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6530005763705，账号：
1115010120010000296，声明作废。

綦江区綦岭羊说（孟家园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证号：
JY25001100015671（1-1），声明作废。

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评估组来綦调研

本报讯（记者 成蓉）11月27

日，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评估组（西南组）来綦，调研

我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推

进情况。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

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室副主任刘

保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崇

刚参加调研。

是日下午，评估组一行深入

三江返乡创业基地、荆江半轴公

司、綦齿传动公司、綦江农博园、

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座谈会上，施崇刚对我区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推进情况

作介绍。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城市，我区围绕新型城镇

化总体要求，持续推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创

新创业环境，特别是结合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积极争取国开

行、农发行、新加坡开发银行等政

策性银行、外资银行的支持，大力

推进棚户区改造、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道路管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综合试点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刘保奎对我区推进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綦江立足实际，聚焦人口、

产业、金融、土地、行政体制等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因地制宜走

好城镇化转型之路，因势利导打

造城镇化升级版，为全国新型城

镇化试点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琦）11 月 28 日，市

扶贫开发协会慢性髓性白血病救助项目签约

暨授牌仪式在区人民医院举行。区人民医院

成为渝南地区（包含綦江区、万盛经开区、南川

区、巴南区）定点医院。

据了解，该救助项目从今年 10 月正式启

动，第一阶段救助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

日，此后依据实际实施情况暂定5个自然年划

定为一个阶段实施救助。第一阶段救助目标

患者数为1000人/年，其后依据实际情况暂定

每一阶段预计救助目标人数约1750人/年，救

助额约为6600万元。

据了解，凡是具有重庆市户籍或在重庆工

作和居住的异地籍慢性髓性白血病及胃肠间

质瘤患者均可申请资助。

副区长雷瑞宏参加签约授牌仪式。

重庆慢性髓性白血病救助项目启动

区人民医院成为渝南地区定点医院

11 月 28 日，记者从区人民

医院血液内科了解到，首次申请

患者需提供相关资料交到定点

医院救助点，根据资料申请项目

救助卡。资料包括填写《慢性髓

性白血病资助申请表》、提供在

重庆市各级正规医院血液科住

院治疗或门诊诊断证明（如在綦

江区人民医院诊治患者，主要提

供綦江区人民医院提供的相关

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没有身份

证的儿童患者提供户口簿）、申

请患者本人的个人银行卡复印

件（儿童患者提供监护人身份证

及银行卡复印件、患儿与监护人

关系证明）、医院开具的医药结

账收据。住院患者提供出院诊

断证明及住院治疗清单，门诊患

者提供医生开具的诺利宁处方

签原件。

待项目救助卡审核通过后，

患者每次申请资助只需提供救

助卡复印件，以及门诊病人提供

医生处方签原件和医院收费收

据，住院病人提供住院清单和出

院时医院结账收据，一并交到定

点医院救助点。

每月上旬，重庆市扶贫开发

协会将收集各定点医院提供的

患者首次申请资料、患者门诊复

诊或再次住院申请资料，组织有

关审核人员审核通过后，在当月

25—30日将救助款打到患者（或

患儿监护人）银行卡上。

市民还可拨打区人民医院

血液内科电话 023-486777065、

或者前往区人民医院3号楼8楼

血液内科进行有关咨询。

新闻链接——

怎样申请慢性髓性白血病救助？

本报讯（记者 王京华）11 月 27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姜天波到区发

改委专题调研全区招商引资工作。

他指出，要加压、加热、加力、加快推

进招商引资工作，在抓好基本面的同

时寻求增长点，在抓好传统产业升级

的同时培育新动能，不断提高招商引

资工作实绩实效。

今年1至10月，我区新开工项目

计划投资额 88.65 亿元，正式合同额

1415.53 亿 元 ，其 中 市 外 投 资 项 目

1381.3亿元。各招商组接待、拜访区

外 企 业 共 计 1743 家 。 到 位 资 金

120.16亿元，其中新项目10.29亿元。

姜天波对前阶段招商引资工作

给予肯定，同时要求全区各相关职能

部门、各街镇要对照年初工作安排，

对症下药，解决工作中的不足和短

板，坚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发展

方向，不断提高招商引资工作实绩实

效。要明确主攻方向，突出重点产

业，补齐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短

板，力争在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新

材料、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

面取得重大成果，努力引进一批辐射

带动作用强、科技含量高、支撑能力

突出的大项目、好项目。要突出重大

活动，积极“请进来、走出去”，寻求合

作契机。要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工

作机制，把招商任务分解到部门、街

镇，比块头、比座次、比增速，严格打

表考核，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招商引

资的主观能动性。

姜天波要求，招商引资工作要两

手抓，既抓基本面，又寻求增长点；要

两条腿走路，既注重传统产业升级，

又注重培育新动能；要唱好两台戏，

既推动国有企业稳步发展，又助力民

营企业平稳运行；要明确两个责任，

既要有责任心，又要落实责任制，有

热情、有方法，确保招商引资工作提

质增效。

姜天波指出，要充分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以扎实过硬的党建工作引领招商

工作，在优化服务、打造最优营商环

境上下功夫，以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

塑造綦江开放新形象。

本报讯（记者 吴荣凯 通

讯员 谭硕果）近日，农业银行綦

江支行与工业园区民营企业、个

体工商户代表开展民营企业普惠

金融服务对接，现场与 8 家民营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签约，在综合

融资、结算等方面提供金融支持。

据了解，近年来，农行綦江支

行对小微企业，围绕专业市场对

集群客户进行支持。同时通过与

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开展产

业转型升级信贷支持。对商圈市

场，按照“一市场一方案”的原则，

对重点市场制定全方位的综合服

务方案，利用特色信贷产品，进行

融资支持。

“我行推出支持民营企业组

合拳，创新担保方式，创新产品和

服务，提高审批效率，对民营企业

和小微企业等实行利率优惠，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农行綦江

支行负责人罗永福介绍，该行将

创新服务模式，开展融资租赁资

产证券化服务，拓宽普惠金融服

务渠道，结合现有线上线下产品

库，进一步支持全区民营企业和

小微企业发展。

农行綦江支行
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力源 龚丽

娟）自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石壕镇人大结合代表接访、走访活

动，广泛开展宣传工作，采取接受群

众咨询、张贴公告和入户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稳

定，抵制黑恶势力，形成“扶正祛邪、

弘扬正气”的良好社会氛围。

该镇人大还将扫黑除恶专项行

动列为今年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内

容，积极发挥监督职能，不定期对镇

村干部在排查工作、线索台账等方面

进行监督，使排查工作更加透明、真

实，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引向深入。

与此同时，主张向镇政府建言，

鼓励群众提供线索，并做到确保每一

个提供线索的群众个人信息得到保

护，让黑恶势力无处可藏。

石壕镇

人大代表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近日，我区8项教育创新成果入展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

览会，这些教育创新成果，分别来自打通中学等区内7所中小学及三角

教育督导责任区，向外界集中展示了我区在教育创新方面取得的良好

成效。 见习记者 李亚雯

近日，永城镇开展大棚房大清理、大排查工作，全镇清理大棚房共

计749个，其中塑料大棚506个、阳光温室3个、连体温室11个、其他建筑

229个，总面积503.041亩。 通讯员 刘萍

11月23日，永新中学开展消防疏散演练和消防培训活动，加强学校

消防安全工作，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见习记者 李亚雯

本报讯（实习生 赵竹萱）11

月 28 日，记者从区车管所了解

到，由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自主

研发的交管自助服务终端机，已

亮相区车管所与重庆綦鑫机动车

车驾管社会服务站，目前系统正

在调试中，预计12月中旬即可投

用。

据悉，投放区车管所的自助

服务机“上岗”后，市民可通过服

务机“一站式”办理业务，包括补

换机动车行驶证、补领机动车号

牌、机动车联系方式变更、机动车

信息查询；期满换证、转入换证、

遗失补证、损毁换证、超龄换证、

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驾驶证信

息查询；机动车号牌选取、违法信

息查询、违法处理等。重庆綦鑫

机动车车驾管社会服务站自助服

务机只能够办理机动车号牌选取

业务。

交管自助服务机亮相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