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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旅游小姐渝

西赛区的佳丽及众多游

客一睹红风赤浪，品味

高粱美食、高粱美酒。

图 为 2017 年 世 界

旅游小姐渝西赛区的佳

丽开心地坐花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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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玲）9月13日上

午，全区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工作

会在区政协四楼议政厅召开，会议传

达了市级、区级安全稳定工作相关会

议精神，并就近期我区民族宗教领域

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陈瑛主持会议并讲

话。

陈瑛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

宗教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工

作，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事关

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全区民族宗

教干部和民族宗教界人士要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全局意识、阵地意

识、责任意识，把维护民族宗教安全

稳定作为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切实

担当起来，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

境。要将民族宗教工作三级网络两

级责任制落到具体的人头上，加大巡

查力度，建立工作台账，及时排查整

治，消除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要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少数民族学生服

务管理工作，主动为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

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依法依

规开展宗教活动，做到正信正行，最

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

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要加强对

涉及民族宗教因素舆情的监测预警

和分析研判，严防网络不良信息造成

现实危害。要做好突发事件、重大活

动应急预案，落实值班备勤制度，及

时发现、妥善处置、有效化解民族宗

教领域的矛盾和纠纷。

各镇街统战委员，区级相关部门

负责人，部分在永大中专院校负责人，

各民族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负责

人参加会议。

我区召开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工作会
陈瑛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凌泽英）13 日上

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中医院举

行授牌仪式。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德明，副区长任伯平出席仪式并讲

话。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雷寒向区中医

院授牌。

赵德明对重医附属永川中医院的

挂牌成立表示祝贺，称这是我区的一

件大事、喜事。永川区中医院正式成

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标志着该

院将在“十三五”期间稳定、快速发

展，搭上了重医“班车”必将为该院新

一轮发展增添新能量、带来新动力。

赵德明指出，重医有着悠久历史、厚

重医学理念，永川区中医院作为永川

唯一一所三甲中医院，是建设永川区

域性卫生中心的重要支撑。双方资

源共享、强强联手，既是发展必然，又

是现实选择，将对我区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没有全民的健

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身体健康影

响着幸福指数，卫生事业的发展取决

于学科建设的进步，重医是一所集专

业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医

疗服务等于一体的重点大学，是永川

区中医院合作的最佳选择，双方是精

诚的共同体、学习的共同体、发展的

共同体，为永川卫生事业注入新活

力，实现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内部管

理、医院综合实力“三提升”，为该院

创建服务品牌、办人民满意的医疗卫

生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中医院授牌
赵德明等出席仪式

本报讯（记者 龙远信）如何进一

步深化改革，防控金融风险？9月11

日上午，区供销社机关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区金融办

负责人刘刚应邀作金融知识专题讲

座。

刘刚重点结合全区代销系统深化

改革，就如何提高金融风险防控能

力，从金融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

金融制度、股票市场的规范、银监会

专项治理、金融工作重要原则、防止

发生系统性风险、规范政府融资行

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深化

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等方

面，进行了讲解，为区供销社机关支

部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金

融知识党课。

据了解，党课结束后，该社全体党

员参加了“喜迎十九大知识竞赛”。比

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对，密切配合，

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机关党员干部

的良好精神风貌。

区供销社主题党日学金融

本报讯（记者 钟 梅）为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降低用工成本，今年以

来，区人力社保局多措并举，全面落

实失业保险费率调整和稳岗补贴政

策。

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称，该

局一是严格执行失业保险降费政策

和困难企业降基数政策，切实减轻企

业缴费负担。二是加强部门协作。

通过企业主管部门将稳岗补贴政策

宣传到工业企业，点对点开展政策宣

传。三是强化服务。通过针对性地

开展上门走访宣传和电话告知形式，

力争使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及时申

报稳岗补贴。四是通过区人社局门

户网站宣传稳岗补贴政策，扩大政策

宣传面。

据统计，1-8月，我区失业保险降

费企业累计达2307户，减征失业保险

费2037 万元，惠及参保职工 83191

人；申报困难企业降低缴费基数632

户，减征失业保险费182.7万元，惠及

参保职工 30971 人。全区有 541 户

企业通过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审核，补

贴资金 983 万元，惠及参保职工

44720人。

区人社局多措并举助推企业发展

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如何实施？
蔡女士：我是一名特困供养人员，患甲亢

病，不久前在城区医院进行了治疗。请问，像

我这种疾病是否可以实施医疗救助？

区民政局：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分为“根据

病种救助”和“根据费用救助”两种方式。

特殊病种医疗救助：将肺癌、食道癌、胃

癌、结肠癌、直肠癌、乳腺癌、宫颈癌、严重多器

官衰竭（心、肝、肺、脑、肾）、再生障碍性贫血、

终末期肾病（尿毒症）、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

机会性感染、重性精神病、血友病、肝肾移植前

透析和手术后抗排异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重症甲型H1N1、1

型糖尿病、甲亢、唇腭裂、地中海贫血、白血病、

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焦虑症等肇事肇祸精神

病等疾病纳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其中，

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属于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

的自付费用，重点救助对象救助比例为70%，

其他救助对象救助比例为60%；年救助封顶线

（含住院和门诊）10万元。

大额费用医疗救助：特殊病种以外的其他

疾病，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一次住院治疗费

用（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超过3万元的，

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属于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

的自付费用，按特殊病种的救助比例给予救

助，年救助封顶线6万元。

普通疾病医疗救助标准是多少？
赵先生：我是一名城市低保户，今年 72

岁。前不久，因老毛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

行了治疗。请问，像我这样患普通疾病的患

者，其医疗救助标准是多少？

区民政局：普通疾病医疗救助有普通疾病

门诊医疗救助和普通疾病住院医疗救助两种

方式。普通疾病门诊医疗救助：对城市“三无”

人员、农村五保对象、城乡低保对象中需院外

维持治疗的重残重病人员、80岁以上的城乡低

保对象，其普通疾病限额门诊救助标准为每人

每年400元；对限额门诊救助对象以外的城乡

低保对象和城乡孤儿、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其

门诊救助年封顶线为每人每年300元。

普通疾病住院医疗救助：救助对象患普通

疾病住院医疗，其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险报销

后，属于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特

困供养人员按80%的比例给予救助；城乡低保

对象按70%的比例给予救助；其他救助对象按

60%的比例给予救助。年救助封顶线6000

元。

其中：重点救助对象在一、二级医疗机构

的普通疾病救助比例提高到80%；其他救助对

象在一、二级医疗机构的普通疾病救助比例提

高到70%。

记者 钟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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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有 问 必 答我 们 有 问 必 答

本报讯（记者 杨 雪）9月13日，

由皓然咨询与我区共同举办的中德智

能教育论坛在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

园机器人众创空间举行。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永川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罗晓春致辞。

罗晓春说，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

工业4.0的战略使命和核心理念是一

致的。中德智能教育论坛的开展，对

于推动中国制造2025和深化德国工

业4.0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德国制

造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品

质闻名全球，德国职教享誉世界。永

川产业体系完善，人力资源丰富，高新

企业集聚，在数控机床、汽车零部件等

领域作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成

效。他强调，精准对接智能制造，让永

川制造与德国品质牵起手来；要全面

深化职教合作，让永川职教与德国教

育联起姻来；要共建共享示范平台，让

永川技工与德国工匠共创未来。期待

通过中德智能教育论坛这一平台，让

我们的头脑活跃起来、让我们的智慧

迸发出来、让我们的潜力展示出来。

据了解，此次教育论坛重点关注

学校及工业企业在技能教育和培训中

面临的挑战。皓然咨询、苏州易北教

育科技、EMCO集团、费斯托、斯达拉

格机床、埃马克集团、斯块尔顿等来自

中国和欧洲的培训机构、服务提供商

和设备制造商为职业技能教育和技能

培训提供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中德智能教育论坛在永举行
罗晓春致辞

魏伽妮书写“永川我为你而来”。 记者 赵 丰 摄

眼前的魏伽妮一袭短发、清丽

淡雅，有着北方女孩独特的豪迈爽

朗。随着永川城市形象歌曲《为你

而来》的正式发布，辽宁女孩魏伽妮

与永川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3分

55秒，她用甜美的嗓音、独特的情感

带你穿越永川的秀丽山水，为你呈

现永川的独特魅力。

注定我为你而来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魏伽妮

是中央民族乐团青年女高音歌唱

家，也是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马秋

华教授的得意门生。曾主演过大型

民族管弦乐苗族歌舞剧《仰欧桑》、

大型民族音乐诗剧《牛郎织女》；曾

获2011年亚洲国际声乐大赛中国

唱法金奖……这几年，魏伽妮演唱

事业一路攀升，被多家媒体誉为“舞

台精灵”。

2013年，魏伽妮参加第五届重

庆市青年歌手大奖赛，并以冠军的

身份代表重庆赛区进军全国青歌

赛。可以说，从那时起，魏伽妮就和

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

伽妮说，她之前对永川的认知

来自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十面埋

伏》，永川的美景令她印象深刻。她

觉得永川是一座充满着青春时尚气

息的活力之城。所以，当她第一次

接触到《为你而来》这首歌曲时，就

被这首歌深深吸引。“《为你而来》歌

词是词作家黎长亮所创作，并从277

首歌词中脱颖而出，她完整地呈现

了永川的美，抒发了永川人的自信

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而曲作

者邓垚老师与我合作多次，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创造出最好的作品。”伽

妮说。

率真自信的伽妮觉得，这首歌

青春时尚，正好符合她的气质，就是

为她量身打造的，也必须由她来演

唱。“你看，这首歌名叫《为你而来》，

而我的姓名里正好有‘魏’（为）、

‘妮’（你），这冥冥中就注定了我和

永川的缘分，她让我一见钟情。”

10天拍摄力求完美

“都说松溉古镇芳华绝代，都说

凤凰湖畔舞动绿带，登千重茶山游

万顷竹海，石笋山高挂起爱的虹彩

……”MV中，伽妮从一名外地游客

的视角，感受着永川的四季变化、美

景美食。伴随着宛如天籁的嗓音，

永川茶山竹海、松溉古镇、乐和乐

都、石笋山等旅游胜地都出现在了

画面中。

为了追求画质上的完美，创作

团队耗时两个月才完成整部MV

的拍摄。“以往拍摄一部MV顶多

就三天时间，但这次我在永川待了

整整十天，先后来了两次。”伽妮

说，所有的人都倾注了全部的心

血，对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

追求完美，力求将永川最美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

在茶山竹海景区取景时，为了寻

找最佳拍摄点，伽妮和团队小伙伴们

选择步行上山，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让

这个原本大大咧咧的北方女孩也忍

不住叫苦。“几天下来，把我晒得从一

个‘白人’变成了‘东南亚’人。”

马秋华监棚精益求精

说起这首歌的录制过程，伽妮

显得尤为兴奋。她说，这首歌曲经

过了反复演唱、反复沟通。更令她

激动的是，这首歌得到了著名声乐

教授马秋华老师的倾力指导。

马秋华教授是魏伽妮的授业恩

师，尽管弟子众多，但她非常关注这

位在音乐上有着独特天赋的得意门

生。“马老师太忙了，她能抽出时间

来监棚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整整一个下午，马老师都在录

音棚里监棚。”伽妮说，马秋华教授

从词、曲上分别对她进行了讲解分

析。“马老师特别注重咬字，她要求

我每一个发音都要做到字正腔

圆。”

伽妮说，马秋华教授一直从事

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的声乐教

学和研究工作。而魏伽妮和别人不

一样的演唱风格也是得到了马秋华

的真传。所以，在这首歌的演唱过

程中，伽妮就将民歌和流行音乐很

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唱出了这首

歌时尚、阳光、青春的感觉。

对于伽妮的演唱，曲作者邓垚

老师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这首歌听

完录制后觉得特别美，用民歌的声

线再加上流行元素，堪称完美。

要把这首歌唱上更大的舞台

“我已经把永川当成了自己的

家乡。”歌曲的演绎、MV的拍摄让

伽妮对永川产生了特殊的情感。

这里的美景美食令伽妮念念不

忘。“火锅安逸、九大碗巴适、秀芽好

喝……”如今的伽妮已经会说几句

地道的“永川言子”了。

伽妮说，非常幸运能演唱《为你

而来》这首歌曲。希望能将这首歌

曲唱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

解永川、关注永川，让更多的人为永

川而来。

让更多的人为永川而来
——永川城市形象歌曲《为你而来》演唱者魏伽妮专访

本报记者 涂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