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减免四保险一救助四基金”
8梯次保障政策

图解 制图/邹洪波

医疗机构减免，保障对象到挂钩医疗机构“先诊疗
后结算”，一律按医疗总费用（不含药品费用和生活费）
的5%进行减免

基本医疗保险起付金减半，支付比例提高5%

大病医疗保险起付金减半，由8000
元减为 4000 元；赔付比例提高

10%，不设封顶线

补充医疗保险赔付比例提
高10%

基本医疗保险倾斜支付全额承
担经前面四步减免后剩余的政策范
围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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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特殊补充医疗保险赔付，即由市、县
两级财政按每名保障对象200元/年标准购买
贫困人口特殊补充医疗保险，用于报销目录外临
床必须费用的80%，不设起付线和封顶线

民政医疗救助，对剩余的临床必须费用

50%给予民政救助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医疗爱心基金、卫生扶贫补助
基金、重大疾病慈善救助基金四个基金“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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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扶贫带来新希望

破烂土坯房、坑洼的院坝，墙角一
条枯瘦的土狗。对于乐至县石湍镇长
堰沟村 5组的村民龙元品来说，过去 18
年，父母外出干活时，院坝和土狗几乎
是他全部的活动范围和唯一的陪伴。

1999 年，19 岁的龙元品不慎摔伤
造成股骨头坏死，贫寒的家庭无力医
治，“有钱就医几天，没钱又拖着，起初
几年还勉强能走，后面就只能拄拐杖，
最后几乎就瘫卧在床了。”回忆过往，
龙元品唏嘘不已，责怪自己成了父母
的累赘。为了分担家中重担，他时常
用竹篾条编织簸箕让父母赶集时卖了
换点钱。

“以前咨询过，动手术换骨头需要

十几万。”面对这样的“天文数字”，龙
元品一家无计可施。直到 2016 年 10
月，生活迎来了新希望，村上干部说，
龙元品是低保户，属于医疗扶贫的救
治救助对象，看病就医，自己花不了多
少钱。10 月 24 日，龙元品在父母的陪
同下带着 1000元住进了乐至县人民医
院，接受了右侧股骨头更换手术，并于
11月 21日出院。

出院结算时，入院交的 1000 元押
金退还了 800 多元，这让他们始料未
及。一家人拿着结算清单确认了无数
遍 ：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总金额为
37826.25元，医院减免 1769.76元，基保
报销21460.15元，大病赔付5290.56元，
倾斜支付7527.04元，特殊医保（扶贫医
保）报销1429.39元，民政救助178.68元
……一连串减免报销之后，龙元品的换

骨手术仅需自付 170.67元。承担这笔
费用对于龙家来说毫不费力。

“用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用不上了，
现在房前屋后都可以去了。”尚在恢复
期的龙元品虽还不能活动自如，但活
动范围大大增加。逐渐好转的身体让
一家人重拾生活希望。有了健康的身
体，脱贫不再遥不可期，一家人还盼着
龙元品愈后能娶妻生子。

生病再不怕拖累全家

雁江区保和镇代家沟村 11组的邱
慧菊，因患多种心脏病，让原本宽裕的
家庭陷入困境。

“走两步就喘气，但拿不出那么多
钱动手术，只能一直拖着。”邱慧菊一家
四世同堂，可劳动力就指望着儿子和老
公两人，她自顾不暇，老人小孩更照看
不了，只有耽搁儿媳在家照顾老小。勉
强过活的收入还要紧巴地挤出钱来还
前些年修葺房屋的欠账，十几万的手术
费如巨石般横亘在一家人面前。

（下转二版）

治好18年的股骨坏死，个人仅花170元；14万余元住院费用，自己仅掏1200余元

资阳医疗扶贫推行8梯次保障
贫困村民住院实现“微支付”或“零支付”

□ 本报记者 李小凤 曹礼芹

2016年9月1日，全市实施
贫困人口医疗救治救助行动，我
市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未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范围的农
村低保人口共 16.89 万人列为
保障对象，对其实行“一减免四
保险一救助四基金”的8梯次保
障和特病门诊救助政策。截至目
前，全市保障对象住院33136人
次，住院总费用11577.99万元，
个人支付125.16万元，个人支付
只占总费用的1.08%，实现“微
支付”；更有1130名保障对象个
人自付额为0，实现“零支付”。

2017年3月 17日，11余家
省、市级媒体对资阳医疗扶贫的
创新之举进行走访调查，以期将
其中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全省乃
至全国。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3 月 20 日，
市政协主席陈莉萍到安岳调研政协工
作，市政协副主席张光禄参加调研。

陈莉萍一行先后到安岳县文化镇
燕桥村新农村综合体、县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成渝制鞋产业园，了解政协委
员在推动安岳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

的作用，并出席专题座谈会，听取安岳
县政协工作汇报。

陈莉萍指出，安岳县政协在历届
政协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实现了新一
届政协工作的良好开局，要继承和发
扬政协优良作风，切实加强委员联系
沟通，做到快捷高效履职，尽心尽力议

政，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美丽怡
然资阳建设作出新贡献。一要提高政
治觉悟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谋划政协工作，坚决拥护
和执行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履行
好政协组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职能。二要发挥政协组织的独特
优势。协助党委政府在理顺情绪、化
解矛盾，寻求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
上，发出最和谐声音，为党委政府分
忧，传递社会正能量，让政协组织真正
成为决策者沟通社会的通道，反映群
众诉求的桥梁。三要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老同志要发挥经验优势，发挥好
传帮带作用；年轻同志要努力干事创
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
学习榜样，树立学习标杆，做“有定力、
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开口能讲、
提笔能写、有事能办”的“四有三能”政
协干部，充分展现政协精神、政协风采
和政协作为。

□ 张 运

2月 4日，2017 年春节后上班的第
二天，雁江区就召开成资一体化建设
专题会议，进一步明确推动 2017 年成
资一体化建设的思路、目标、重点、路
径和举措，要求全区要按照省、市关于
成资一体化建设统一部署和要求，在
实现去年良好开局的基础上，把项目
推进、招商引资、能力服务作为全年工
作重点，推动雁江成资一体化建设落
到实处，走在前列。

铭于心，鉴于行。雁江区委、区政
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对标“成都理念、

成都标准、成都作风、成都效率”，强化
责任意识、标准意识、主动意识，根据协
议围绕产业、园区、平台、民生、人才、机
制六大领域，加强双方合作力度，全力
推进成资一体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抓项目 增添发展动力

3 月 1 日，雁江区相关部门到成都
市龙泉驿区，就 2017年第 31届成都国
际桃花节在资阳市雁江区举办分会场
相关事宜，进行深入沟通和对接，双方
达成相关共识。这是雁江区把 2017年
成资一体化建设主题确定为“项目落

地推进年”，举全区之力“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构筑成资一体化发展支撑的
又一实事。

雁江区成资一体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全区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强化督查问效追责，形成抓项目
的强大合力，明确项目时间节点，加

强督查，增强实效；落实组织保障、资
金保障和要素保障，定期开展重点项
目专项督导，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项目
建设工作，健全市区规划、联席会议、
月通报等制度，千方百计保障项目顺
利推进。

（下转二版）

合力助推美丽怡然资阳建设
陈莉萍到安岳调研政协工作

对标成都快步前行
——雁江区全力推进成资一体化建设

决胜全面小康

推进脱贫攻坚

加速推进成资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成资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梅）3 月 20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明主持召开
全市 2017 年金融工作座谈会，分析
当前金融运行形势，与全市金融机
构负责人共同商讨金融如何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

会上，农行、工行、农信社、人行
资阳支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先后发
言。大家认为，虽然我市间接融资
体系较为健全，去年存贷款总量增
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存在银行
信贷对经济支撑不足、信贷结构不
优、不良货款率较高等问题，需要进
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
改进服务手段，加大对上争取信贷
规模、政策、审批权限的力度，更好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并实现自身的
转型发展。希望政府采取有力措
施，强化信用环境的打造，创建良好
的金融生态环境。

陈吉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参
与讨论。他说，当前，我国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中央、省、市高度重视金融工
作，出台相应支持政策，全面推进
金融改革创新，进一步优化金融发
展环境。我们在正视问题的同时，
更要看到金融工作面临的利好形
势，进一步坚定加快金融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

陈吉明说，金融强则经济强，
振兴实体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需
要金融多作贡献。各金融机构要
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着力保障
重大项目、临空经济区、实体经济
及“三农”的融资需求，并积极向省
行争取信贷规模、权限、创新试点
政策倾斜。大力推动金融产品和
服务方式创新，鼓励探索采用专利
权、知名产权等产权抵质押融资业
务，优化金融审批服务流程，增强
政策灵活性，使资金供需双方有效
对接。要妥善化解不良企业的贷
款风险，区别对待困难企业，对有
市场、诚实守信的企业通过再融资、
借新还旧、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积极帮助。探索批量转让、银政合作基
金、债转股等方式，有效化解不良贷款。不断提高保险的密度、深度，更好发挥
保险的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作用。

陈吉明强调，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营造支持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
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建立信用奖惩机制。要防控金融债务风险，严厉打击逃废
银行债务行为，规范民间融资行为，营造支持金融发展的法治环境。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寅出席会议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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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梅）以“深化合
作·共谋发展”为主题的 2017 中外知
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将于 4 月 6 日至 8
日在成都举行。3月 20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吉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我市参加 2017 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活动筹备工作。

会议听取了我市参加 2017 中外
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总体方案及筹
备情况、服务业招商项目包装汇总
情况、客商邀请和签约项目筹备情
况汇报。会议指出，2017 中外知名
企业四川行活动是我省招商引资的
重要平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精心组织参加好这一重大投资促进
活动，用好该投促平台，确保我市招
商成果好于去年。

会议要求，要认真梳理项目，做
到精心策划推出一批项目、集中签约
一批项目、洽谈促成一批项目以及收
集捕捉一批项目信息，在项目方面取
得实效。要尽可能多、有针对性地邀
请一批与我市有关联性、融合度高的
客商参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密切配
合，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招商
引资工作的责任和任务，营造全市全
员全民招商的浓厚氛围。

市领导周密、周燕、许志勋、曾少
鸿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吉明主持召开会议

部署我市参加中外知名
企业四川行活动筹备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

》民政部要求全面加强祭扫安全管理确保“平安清明”

》北京理工大学代表队获国际顶级无人机比赛冠军

》气象专家提醒，日温差超过8摄氏度仍要适当“春捂”

》英国将于本月29日启动“脱欧”程序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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