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区住建委机关党委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20

余名党员开展“送衣服、献爱心”志愿服务，为綦江特殊教育学校一年级的9

名孩子们送去舒适保暖的新冬衣。 通讯员 王勇

近日，綦江区2019年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圆满落幕，小学女子跳远、初

中女子200米、初中男子跳远、初中男子实心球4个项目打破运动会纪录。

通讯员 邓稳

近日，永新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到三会敬老院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义诊志愿者服务活动，为老人修剪指甲、整理

寝室，并为老人开展健康体检。 记者 黄辰辰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华商数码重庆分公司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马雄（身份证号500222199105077812）奥园金澜湾14幢2-602

号房购房收据遗失，编号BA0002516金额43000，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福林学校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可证

号：JY35001100005787，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福林学校唐家村小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

许可证号：JY35001100013537，声明作废。

【案情简介】
2019 年 8 月，区医疗保障局在

全区开展的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

行动中，专项检查组对綦江某医院

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医院在2019年

6-7月期间存在“过度医疗”等违规

违约行为，涉及职工医保医疗费用

12562.25 元 ，居 民 医 保 医 疗 费 用

6110.75元。

【调查与处理】
根据《重庆市医疗保险协议医

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及《违规违约

处理办法》之规定，区医疗保障局对

医院存在“过度医疗”等涉及的违规

违约费用 18673.00 元予以追回，并

处 违 约 金 53017.00 元 ，总 计

71690.00 元。同时，就该医院的违

规违约行为约谈医院责任人。

【案例分析】
根据《重庆市医疗保险协议医

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及《违规违约

处理办法》之规定，定点医疗机构发

生过度医疗行为，所产生的违规违

约费用医保基金管理机构不予支

付；已支付的，予以追回。同时，按

违规违约费用3倍处以违约金。本

案中，綦江某医院违反医疗常规，过

度检查、过度治疗、违规用药，构成

过度医疗的违规违约行为，区医疗

保障局依据服务协议和《违规违约

处理办法》予以处理。

【典型意义】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是参保人员

的救命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

法占用，但是部分医药机构却不同

程度存在挂床住院，过度医疗，串换

药品等违规行为，非法占有医保基

金。下一步，区医疗保障局将继续

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的监管，有效

堵塞不规范医疗行为及各类欺诈骗

保行为，守住人民群众的看病救命

钱。

供稿：綦江区医疗保障局

扎紧百姓看病“钱袋子”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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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户脱贫致富光荣户喜领爱心物资

“綦警与您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首站走进石壕镇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11 月 6

日，“金融助力脱贫攻坚——政协委

员走近你身边 萤火虫爱心行动”

第17站来到东溪镇，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綦江区支公司为该镇53户脱贫

致富光荣户送去充电喷雾器。区政

协副主席李北川参加活动。

“幸亏有农业保险，我才没有遭

受太大损失，没有保险这颗‘定心

丸’，后果真不敢想象。”活动现场，

草坪村6组村民杨朝兵讲述了自己

在养殖路上“摔跟斗”的故事，他坦

言，自己领到保费后大大降低了损

失，农业保险真是一颗“定心丸”。

“我区贫困户只要种植养殖达

到一定规模和条件，自费参保部分

由区级财政全额补助。”活动当天，

区农业农村委、区金融发展中心、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綦江区支公司等部

门搭建咨询台，通过现场问答、发放

宣传手册等形式，围绕产业扶贫、金

融助力、农业保险理赔等内容进行

了宣传。

“以前觉得扶贫政策好难懂，今

天听完觉得也不难，对于我们接下

来搞养殖很有必要。现在我靠养猪

脱了贫，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过越

好。”福林村10组脱贫致富光荣户代

表吴正会高兴地说。

为了更好地让扶贫政策深入贫

困户心中，我区将不断创新宣传方

式，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广泛开

展宣传，做到不漏户、全覆盖，助推

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更多

种植户树立和完善农业风险管理意

识，加快农业保险和产业发展相结

合，推动产业扶贫项目进一步市场

化、规模化，促进贫困地区产业扶贫

项目可持续发展。

重庆日报讯（记者 颜安）11月

3日，从全市扶贫办主任座谈会上传

来消息，今年我市预计减少贫困人

口 10.75 万人。同时，剩下的城口、

巫溪、酉阳、彭水4个国贫县也将整

体脱贫摘帽，3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今年以来，我市加大对最后4个

未摘帽贫困县扶贫政策倾斜和工作

指导力度，投入的市级以上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就达 12.1 亿元，较上年

增长26%。

在义务教育保障方面，今年全

市投入 10.9 亿元，用于加强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投入

资助资金 38.4 亿元，精准落实各类

学生资助政策。

在医疗保障方面，投入2亿元设

立健康扶贫医疗基金，1.9亿元购买

精准脱贫保险，将贫困人口大病救

治病种增加到30种；同时推进分级

诊疗，区县域内就诊率达90％。

住房保障方面，投入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6.8亿元，做到符合农

村危房改造条件且有愿意改造的贫

困户“应改尽改”。此外，下达农村

饮水投资计划 4.12 亿元，针对水量

不达标、水质不达标、用水方便程度

不达标、供水保证率不达标等问题

精准帮扶，确保农村人口喝上“放心

水”。

种种措施，使我市年初制定的

“4个县摘帽、10万人脱贫”目标有望

如期完成。

“但是，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还存

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市扶贫办主任

刘贵忠表示，比如饮用水安全保障

能力还需加强，一般农户的C、D级

危房改造任务还比较重，易地扶贫

搬迁还存在薄弱环节等，这些都需

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着力解决。

因此，我市将在今冬明春集中

力量开展“百日攻坚”行动，重点抓

好动态管理、年度收官和成效考核

三方面工作，其中动态调整首当其

冲。

今年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的

重点是“两摸底、一核查”，即对非建

档立卡农户和脱贫户进行摸底，找

出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以及

核查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帮

扶措施、脱贫效果等数据信息的真

实性。目前，全市已初步对脱贫监

测人口和边缘人口进行了摸排，掌

握了相关数据，市扶贫办将对两类

人群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制定相应

化解风险的措施，巩固脱贫成果。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

胜、全面收官之年，我市将明年的重

点工作初步细化为“一聚焦、一整

改、一普查、一深化、四加强”：首先，

我市将聚焦剩余约 3.18 万贫困人

口，聚焦18个深度贫困乡镇，集中火

力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其次，全面整

改脱贫攻坚“回头看”排查发现的问

题，对排查出的问题分类建立台账，

项目化、清单化落实整改，以问题整

改提高脱贫攻坚质量；第三，开展脱

贫攻坚普查；第四，深化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定点扶贫，并将消费扶贫纳

入其考核评价内容，助力贫困区县

产业发展，带动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最后，积极探索开展脱贫成效监测，

建立防贫监测预警机制和解决相对

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成果防

止返贫。

据11月4日《重庆日报》

今冬明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2020年将聚焦剩余贫困人口脱贫等问题

今年全市预计减贫10.7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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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助力 脱贫攻坚金融助力 脱贫攻坚””

日前，记者从渝运集团

了解到，綦江首个规范公交

车首末站正在加紧建设，目

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

行配套设施建设，预计明年

上半年全部完工。据悉，该

公交站位于世纪花城公交站

附近，规划面积10716.98㎡，

占地面积 853.74㎡，共设客

运等候区、办公区、广场区、

停车区、绿化区五个功能区，

有标准停车位60个。

记者 周媛媛 摄

萤火虫爱心行动第17站来到东溪镇。

本报讯（通讯员 姬旋）“暂住

证的有效期是多久？”“以下哪种属

于致幻剂？”11月6日，区公安局“綦

警与您同行”主题宣传活动队来到

石壕镇，在这里开始了主题宣传活

动的第一站。

当天的宣传活动以铿锵有力、

虎虎生威的擒敌拳表演开场，民警

们通过演绎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情景

剧、杀猪盘小品、交通手势操，赢得

群众阵阵掌声。

据介绍，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情

景剧以区公安局一级派出所赶水派

出所为蓝本，社区民警冷德春通过

演绎他为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纠纷、

蹲点守候抓捕嫌疑人等事迹，充分

展现了基层派出所民警为民服务的

爱民为民情怀。杀猪盘小品则以常

见的交友诈骗入手，演绎了受害人

如何一步一步掉入天降横财的陷

阱，旨在提高群众的警惕性，切勿因

小失大、轻信让人。

据介绍，今年 10 月，区公安局

启动了“走千家·进万户向群众报告

工作”活动，成立“綦警与您同行”主

题宣传活动队伍，通过开展主题宣

传活动，向群众宣传防范知识、普及

放管服政策。

重 庆 市 綦 江 区 全 能 石 灰 有 限 公 司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C5002222009077130027270，矿区范围因渝黔高速公路扩能工程压覆，并

已完成拆迁补偿，故该采矿许可证登报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11月4日

关于重庆市綦江区全能石灰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作废公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綦江区支公司工作人员向

群众介绍农业险。

本组图由记者 杨子路 摄脱贫致富光荣户喜领爱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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