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侨立水务：公益宣传进社区

近日，为积极响应“中国水务情润万家”全国公益行动

号召，永川区侨立水务公司派出50余名员工，在米兰阳光等

社区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怎样节约用水》《用户服务

指南》《用水小常识》《水价公示及缴费指南》《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等相关节水用水知识和法律法规等。

市民杨大爷说：“过去都不知道水表失灵怎么办，今

天侨立水务的同志介绍后，我知道了发生类似情况可以

找侨立公司抄表员或拨打维修电话 49863115，就可以解

决问题了。”

记者 赵 丰 摄

综 合
YONGCHUAN

DAILY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孔秀英
组版：赵晓岚

3 版

（上接12月4日三版）
十一、职工医保的待遇怎么样？
职工医保的缴费标准要远远高于居民医保，其医保待

遇也要比居民医保高不少。以住院来说，职工医保参保人

员住院时，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85-95%，年最高可报销

54.7万元；而居民医保的住院报销比例为40-85%，年最高

报销限额为32万元。

如果在参加居民医保后又重复参加了职工医保，将按

职工医保优先的原则，按职工医保的标准享受医保待遇。

十二、困难人员参保缴费有困难，有什么帮助措施？
为帮助医疗救助对象、计划生育扶助对象、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困难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经民政部门、残联、退役

军人事务局、卫健委、扶贫办等主管部门认定后，可由国家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资助参保。

十三、居民医保对农村贫困人口有哪些报销倾斜政
策？

为助力脱贫攻坚，帮助贫困人员实现“基本医疗有保

障”的目标，我市对参加居民医保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

特困人员实行了报销倾斜政策。与普通参保人员相比，在

区域内区县级医院住院报销起付线降低了50%，报销比例

提高了10个百分点；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也降低50%到

6596.5元，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到65%；从2019年9

月1日起，还全面取消了农村贫困人口原来30万元的大病

保险封顶线。

十四、医疗救助怎么办理？
为减轻困难人员治病负担，区医保局对重点救助对

象、低收入救助对象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贫困程度进

行分类救助。

门诊救助针对重点救助对象和在乡重点优抚对象，每

年限额300-400元；

普通住院救助针对重点救助对象和低收入救助对象，

根据医疗机构等级和贫困程度，按60-80%的比例进行救

助，年救助限额6000元；

对所有救助对象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救助比例60-

70%，有年救助限额10万元的特殊病种救助和6万元的大

额费用救助。

所有救助项目都在定点医疗机构“一站式”结算，不需

要办理任何手续。

（未完待续）

医疗保障咨询电话
居民医保参保：49836273
职工医保个人参保：49836263
特殊疾病门诊：49836260
异地就医备案：49838741
医疗救助：49397597
投诉举报：49477668

重庆市永川区医疗保障相关政策解读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的新一代

信息系统全面上线，进一步优化了各项业务的

办理流程，缩短了各项业务的办理时间，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服务质量。

一、提取业务秒级到账
一是新系统打破了信息孤岛，与市公安局、

民政局、不动产登记部门、银行等多家机构联

网，实现了身份、婚姻、房屋产权、住房贷款情况

等信息的实时协查，窗口工作人员办理业务时

新系统可自动协查职工相关信息，有效提升了

业务办理效率，并且保障了业务数据的真实

性。二是新系统与银行系统直连，提取资金到

账时间由原来的7个工作日大幅提升至现在的

秒级到账，职工还未离开柜台，提取资金就已经

转到职工个人账户，便捷高效的办事效率得到

了广大职工的高度赞赏。

二、归集业务足不出户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网上服务大厅全面

上线，拓宽了公积金业务办理渠道，各缴存单位

经办人员无需再到分中心办件大厅办理业务，

仅需在自己单位电脑上就可以办理单位住房公

积金的所有归集业务，真正实现了单位业务“零

跑路”的目标，切实提升了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

水平。

三、贷款业务便捷高效
一是新系统上线后，贷款职工可直接将贷

款资料交开发企业，不再往返奔波于楼盘、住房

公积金中心、承办银行。 二是用足区外资金，助

力我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系统上线以前，公

积金贷款发放资金为我区归集额减去提取额的

剩余资金，但是永川分中心提取量大（占归集额

近70%），且永川房地产市场活跃，公积金贷款

需求量大，导致永川分中心放款资金缺口较大，

供需矛盾突出。新系统上线后，贷款发放模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调整为全市

一盘棋的集中审批发放模式，重庆市中心根据

全市资金情况，按照贷款申请审核的先后顺序

进行审批发放贷款，分中心发放住房公积金贷

款不再局限于自有资金规模，目前已用10亿余

元区外资金为我区职工发放贷款，保障了广大

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需求，促进了永川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四、渠道多元化，服务精细化
一是新系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APP、网厅

等10种对外官方查询途径，不仅可以查询公积

金缴存情况、提取明细、贷款进度等信息，而且

还可以办理公积金贷款提取、租房提取、退休提

取、提前还款、更换还款方式等业务。二是新系

统采用电子档案管理，职工仅需提供部分资料

原件，公积金中心扫描录入系统，不再收取纸质

资料。

新系统上线，全面的提升了住房公积金管

理服务信息化水平，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

职工少跑腿”的服务目标，缴存单位和职工可

以尽情的畅享“指尖上的公积金服务”，极大地

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徐 成)

新一代公积金系统，便民服务更高效

遗失启事
▲重庆浩渺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工商银

行重庆永川阳光尚城支行开户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6530078291101，账号：3100091709100023902，声

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遗失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收据编号：

026615176，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遗失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3份，收据编号：

004910039、004911750、004911782，声明作废。

一名扎根农村教育三十三年的小

学女教师，怀着对教育的一片痴心，把

青春与热血献给了她挚爱的教育事业，

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贡献教育力量。在

这三十多年里，她用慈母般的爱关心着

每一位孩子，用智慧和激情照亮了一颗

颗小星星，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一批批

幼苗。她桃李天下，硕果累累。她，就

是乡村振兴人才——永钢明德小学教

师刘明会。

行为世范，师德楷模
刘老师处处做到以身垂范，是全校

师生的楷模。她几乎每天都是最早到

校的老师，长年坚持早早地来到教室和

孩子们一起晨读，和部分孩子谈心，精

心做好课前准备；她每天课间坚持同孩

子一起做操，每一次活动总是积极走在

前面；她教给孩子怎样学习，怎样劳动，

手把手教孩子如何扫地，自己随时拾起

身边的垃圾……当她表扬学生时，同学

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是跟你学

的。”这句话震撼着她的心灵，让她感觉

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因为她从学生

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时也验证

了“言传身教、身行一例、胜似千言”的

至理名言。

她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尽

管她已临近退休，但一直站在教学最前

沿，为学校把好六年级语文教学的出口

关。一到学校，她似乎忘记了一切，总

是激情飞扬地带领学生徜徉在知识的

海洋里。她的教学“六认真”是学校的

榜样，班级管理是教师的楷模。她每堂

课都刻苦钻研，创新突破知识的重难

点，作业批改更是细、实、全。她的工作

态度和工作作风，在全校的教师队伍中

起到了巨大的榜样引领作用。

慈严相济，诲人不倦
“班主任工作是一门艺术，只有慈

严相济，才可赢得学生的信赖，走进孩

子们的心灵，才能在教书的同时育人。”

刘明会说，在她看来，“金凤凰”要爱，

“丑小鸭”更要爱。在管理班级琐碎繁

冗的工作中，她深深体会到，只有给学

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才会让学生感受

到爱，体会到被爱之乐，他们才会学着

去爱别人。

在她曾经带的班级里，学生小刘很

小父母离异，孩子和年迈的祖父一起生

活，但祖父有时一离家就是几天，孩子

几乎得不到亲人的关爱。从一年级开

始，他就是自己洗衣、做饭，有时吃了上

顿无下顿，性格也逐渐内向、暴力，似乎

仇视一切，经常无缘无故的欺负同学，

搞恶作剧。刘明会了解到孩子家庭情

况以后，一方面经常和他父母沟通，劝

告父母多关爱孩子，另一方面在学校里

经常轻声细语和孩子交流，耐心引导孩

子，尝试去了解孩子，走进孩子内心。

生活上细心的关照他，经常询问他在家

有没有吃饱，中午煮饭叫孩子一起吃，

放学时常同他一起去家访。就这样，孩

子习惯、性格慢慢地有所改变，也渐渐

对她产生了信任。后来这个孩子喜欢

用日记向她述说自己的心事、烦恼，袒

露自己的心声，她也经常通过日记和孩

子沟通交流，发现孩子有不对的思想动

向，就及时引导孩子。小刘多次在日记

中写到“师恩难忘”“你是我最好的老

师”之类的话语。

不止是小刘，对于学困生，刘明会

总是多谈心、多家访、多帮助、多鼓励，

并努力寻找和善于捕捉学困生身上的

闪光点趁势表扬，促其发光，做到“上课

提问多鼓励，课后辅导用耐心，犯了错

误不急躁，错误严重不发火，屡教不改

不灰心，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这是她转

化学困生一贯坚持的态度。

勤学苦研，引领教学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

水”是刘明会对自己的要求，严谨笃学

是她一生的学习写照。《学语文》《教育

科研》《读写坊》《今日教育》等书籍是她

最好的朋友。作为一名老教师，她积极

参加各级培训，坚持不懈地学习先进的

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使自己拥有知识

的不竭之泉，时时奔涌出清新的、闪烁

着斑斓色彩的溪流。备课时，她反复解

读新课标的内涵，潜心钻研教材，课堂

上转变教育观念，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手

段，课后及时进行反思，不断总结经验

教训。她撰写的论文《从评价的角度谈

小学作文教学》获小作家选刊一等奖并

发表在该选刊上；《培养孩子自信，为成

功之路奠基》获重庆市三等奖；班级管

理论文《做细做实，让班级管理更高效》

获全区教育科研三等奖。

她在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同时，不

忘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她把自己成功的

教育教学经验无私的传授给年轻教师

们，使青年教师无论在教学方面还是班

级管理方面都成长很快。她指导的青

年教师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证书。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她的教育教学

成绩也得到领导、社会和家长的肯定：

所带班级曾获永川区“先进班集体”，学

校“优秀班级”等称号。所带学生多人

次获各级教育部门“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等荣誉称号。辅导学生的征文

多次在全市、全区获奖。她所教班级语

文教学成绩优秀，不管是在学校或者片

区都名列前茅，尤其是2017年小学语

文毕业考试中取得了合格率100%、优

生率98.7%、平均分87.7分的优异成

绩。她个人也多次获得区级“优秀教

师”“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是刘明会老师一贯追求的境

界。她现在仍担任小学六年级语文教

学这一重任，并带领年轻教师为乡村振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扎根农村三十三年 只为乡村桃李竞开
——记永川区乡村振兴人才、永钢明德小学教师刘明会

本报记者 彭禹乔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12月5日，由

区委宣传部、区人武部、区教委主办的永川区“讲红

色故事、讲革命精神”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聂荣臻

元帅的母校——陈食街道三官殿小学。来自红旗

小学的红色宣讲员何剑老师用真挚的情感、质朴的

语言，深情地为1000多名师生讲述了《聂帅救孤》

的故事，精彩的讲述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

据了解，自今年11月18日在上游小学启动永

川区“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进校园系列活动以

来，红色宣讲员陆续走进红旗小学、萱花中学等13

所中小学校，宣讲《聂帅救孤》《小萝卜头》。旨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

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激发广大师

生爱党爱国热情和干事创业激情，切实把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永川大地上。

图为红色宣讲员何剑老师为师生讲述《聂帅救

孤》的故事。 记者 陈仕川 摄

“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活动走进三官殿小学

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持续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赵 丰）近日，为切实保障学

生出行安全，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认真履行职责，

持续开展校园周边交通运输秩序的整治。

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坚持与区教委、区公安

局等部门开展联勤联动，重点对校园周边区域加强巡查，对

停靠在学校周边的车辆摸排调查，严厉查处非法营运行为；

同时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自觉抵制乘坐“黑

车”，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着重开展区乡校园周边环境

整治。结合2019年秋季校园周边环境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要求，联合当地镇政府和辖区派出所开展联合执法，多措并

举，综合施治，重点查处摩托车、三轮车、面包车非法营运违

法行为，形成合力，提升执法震慑力。

区老科协文教专委会：

“教”有拓展“文”有起色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张国钦）12月9日下午，区老科协

文教专委会召开专题会议，总结今年工作，部署明年任务。

据了解，今年区老科协文教专委会工作成果突出：调研

报告与往年相比撰写数量最多，完成了《义务教育寄宿制学

校和公办幼儿园经费保障》《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情况》《青

少年近视防控》等3个专题调研报告；活动内容丰富，“教”

有拓展，“文”有起色；工作效率高，社会影响大。与此同时，

还举办了科普讲座，抓好了舆论宣传等工作。

明年，区老科协文教专委会将做好松溉历史文化名镇

提档升级、如何处理好师生关系等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