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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实现居民参保
62.05 万 人 ，占 目 标
61.73 万 人 的
100.5%。”

区医疗保障局共查处违规
医 院 32 家 ，追 回 违 规 金 额
76.84万元，扣处违约金 15.25
万元；外伤审核不予报销 159
人次，总费用 258.79 万元；查
出 1例出具虚假证明骗保案例，
已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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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响禁毒大会战

防艾小知识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也是区医保局成立的开局之年，在

确保机构平稳过渡、职能较好融合的同

时，区医疗保障局以“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提升全民医保质量”为工作主线，围绕中

心大局，着力主责主业，转作风、提效能、

强监管、优服务，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切实

筑牢民生底线。

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确保参保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

医疗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

重大民生工程，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重要

的压舱石。今年，安居区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进一步提高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标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

贵的问题。

“ 今 年 1—6 月 ，全 区 实 现 居 民 参 保

62.05 万人，占目标 61.73 万人的 100.5%。”

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向阳告诉记

者，为办好这件民生实事，区医疗保障局

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主动与相关部门

会商推进特殊群体参保工作，积极协调扶

贫开发部门年初及时推送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名册、财政部门及时拨付代缴费用、

民政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积极为农村低

保户、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保。

为了更加便民，区医疗保障部门克服

各种困难，强力推进银行代扣、自助服务、

基层代办等方便快捷的参保缴费方式，为

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参保条件，认真落实

《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办规

程》，开展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流程风险防

范专题培训，切实提升业务经办工作规范

性水平，提高业务经办能力。并采取老百

姓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医

保政策，使医保惠民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家喻户晓，引导城乡居民积极踊跃参保。

全面落实医保扶贫政策
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贫困人员看病有医保、切实降低就医

群众个人自付费用比例，是“看得起病”的

基本保障。

“全区共 54427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贫困人员区内住院

9590 人次，医保基金支付 2255.35 万元，报

销比例达 93.94%，实现‘微支付’；慢性特

殊门诊病人认定共 299 人。实现医保扶贫

的既定目标。”针对贫困人口看病就医，安

居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普惠特惠医疗医

保救助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医疗医保救

助实施托底保障。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医保，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100%全覆

盖。全面落实资助农村贫困人口参保政

策，对于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对于低

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给予定额资

助，实现应保尽保。”今年来，区医疗保障

局主动协调财政部门，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纳入公共预算统筹

安排，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达到

100%。积极主动与扶贫开发部门沟通对

接，建立完善数据定期交换机制，同时全

区医疗保障系统加大数据清理力度，着力

解决重复参保、异地参保等问题，切实理顺

医保关系。区医疗保障、扶贫开发、财政、公

安等部门紧密配合，开展全面梳理和排查，

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一个不漏、一个不

少，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确保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扎实推进打击骗保专项行动

“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重遏制、
强高压、严惩治！”今年 3 月，根据中、省、
市统一安排，安居区启动“打击欺诈骗保
行为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系
列活动。通过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医保基
金使用和监管的知晓度，强化定点医药机

构和参保人员守法合规意识。同时，加快

构建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监督和

惩戒体系，保护好群众的“救命钱”。

开展集中宣传月系列活动是区医疗保障

局扎实推进打击骗保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上半年，区医疗保障局共查处违规医院

32 家，追回违规金额 76.84 万元，扣处违约金

15.25万元；外伤审核不予报销159人次，总费

用258.79万元；查出1例出具虚假证明骗保案

例，已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下一步，区医疗保障局将开展医疗保

障基金监管“零容忍”联合行动，对全区

805 家定点医疗机构（包括村卫生室）、73
家定点零售药店开展地毯式检查，始终保

持对“两定”机构欺诈行为、参保人员骗保

行为、医保经办不规范行为“零容忍”的高

压态势，利用信用监管、智慧监管、行业监

管、协同监管等多种手段，构建长效机制，

持续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同时，今年安居

区还将着力做好医保基金监管诚信体系建

设。系统建成后，参保人员、医疗机构、药

店及相关信息都将纳入到信用数据库中，

进行动态监管。同时实行“黑名单”制度，

建立健全依法联合惩戒体系，实现“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

“点多面广链条长，行为隐秘监管难”，

由于骗保花样多，常常防不胜防。为充分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区

医疗保障局还将出台《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对举报骗保

行为的举报人进行奖励，形成人人维护医

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加强作风纪律建设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要将作风纪律教育整顿与当前正在
开展的‘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活动紧
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市委的部署上来，统一到局党组
的要求上来，以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抓实
干的工作作风投入到各项工作当中，努力

形成一心一意干事业、团结拼搏抓发展的

工作氛围，开创全区医疗保障工作新局

面。”今年上半年，区医疗保障局多次组织

召开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活动，旨在持续加

强和改进作风、激励干部职工担当干事。

“今年新组建的区医疗保障局整合了

以前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定价、支付、监督
职能，负责全区城乡医疗保障和医保基金
的筹集、监管和使用。医保历来是民生热
点、焦点、难点和痛点之一，随着医改进
入 深 水 区 和 攻 坚 期 ，我 们 深 感 重 任 在
肩。”向阳表示，区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
后，局党组督促全体干部职工把作风整
治行动与医疗保障工作有机结合，着力
主责主业，转作风、提效能、强监管、优服
务，让狠抓落实、埋头苦干蔚然成风，推
动医疗保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下一步，区医疗保障局将坚持把政治
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加强党性党风党纪
教育，坚持正面引导和警示教育结合，确
保全体医疗保障干部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积极担当作为。坚持以干成之事评价干
事之人，把干部的工作绩效与考核奖惩
逗硬挂钩，形成“定了就干、干就干好”

“马上办、务实干”浓厚氛围，推动全体干
部职工令行禁止，不断提高执行力。深
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全面排查廉政风
险点，积极预防廉政风险，认真落实医疗
保障部门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自
觉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医疗保障部门行
政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对安居区医疗保障工作的满意度，全

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安居区切实筑牢医疗保障民生底线

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连日来，气温不断升高，建筑行业露

天作业的工人们依旧顶着烈日，始终坚

守在一线工作岗位挥洒汗水，让群众早

日住上新居。

8 月 16 日上午，记者跟随建筑工人陈

双华来到区内大型保障性住房工程旧城

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工程施工现场，

体验了一天工地上的艰辛。坐上升降

机，爬过楼梯，记者来到了 30 层高的施工

现场，烈日照射的光线让人睁不开眼，但

仍有十余名建筑工人顶着酷暑在工地上

辛勤工作。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水壶、毛巾

成了建筑工人的“标配”。陈双华告诉记

者，“虽然特地避开了最热的时段，但是

一上午下来，还是得喝五六斤水，没办

法，出汗太多。”记者了解到，连日来，陈

双华和他的工友们始终坚持在高温下作

业，每天不仅头顶烈日，脚下也受到暑气

不断往上升的影响。除了要忍耐高温天

气，陈双华和现场作业的工人们还要注

意防止钢筋的擦伤。在工地上，钢筋密

密麻麻相连，稍不留神就会“挂彩”，但是

工人们都没有一点怨言。“因为这个是老

百姓的安置房，就算天气再热，我们都必

须要赶上进度，按质按量地完成工程。

为了让安居老百姓早日住上安心房，累

点苦点也值得。”陈双华说道，三伏天，烈

日、高温，这对于每一位建筑工人来说都

是挑战。为了预防工人中暑的现象发

生，施工方通过设立医务室、开水房、提

供免费凉茶等方式，为工人们做好充足

的后勤保障工作。

施工方项目经理苟坤庭告诉记者，

“要保证工人身体健康光靠供应防暑降

温药品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确保在高温

天气下，工人们能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从

而更好地确保施工安全。”为此，施工方

还将工人工作时间进行合理调整，要求

工人作业时间为早上 6 点半上到上午 10
点半。他还告诉记者，下午气温将会更

高，是不能在工地上作业的，做这些时间

的调控，都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工人能够

错开高温期，保证工人们施工安全。

（实习记者 戴广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进一步深化法治

宣传和维权服务，引导广大妇女学法尊法守法，全面提

高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年来，区妇联积极构建

信访接待、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四位一体”的

维权服务新模式，做实维权平台，充实妇女儿童维权服

务志愿者队伍，吸收有技术、有知识、有水平的专业人才

参与维权志愿者队伍，通过建立“区巾帼维权和家庭纠

纷调解委员会”，为全区妇女儿童开展法律援助、爱心调

节、“七五”普法宣传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常态化开展妇女维权普法宣传。今年 3 月集中在城

区头陀寺广场开展维权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宣传防毒

防艾、禁赌及家暴等维权普法知识，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份；强化信访工作力度，为妇女儿童排忧解难。截至

6 月底，区妇联共接待和妥善处理来信、来电、来访 4 件

（次），信访办结率达 100%，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

了社会和谐稳定；坚决抵制毒品，确保单位整体及干部

家庭不出现吸毒人员。区妇联在拦江镇以点带面地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全区妇联组织共计开展禁毒宣传 35
场次。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王超）连 日

来，安居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用电量

快速攀升。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

安稳运行，让广大用户清凉度夏，安居

供电公司积极部署，多措并举，全力做

好迎峰度夏安全生产工作，保障电力可

靠供应。

“我们通过密切监控线路设备的运

行状况，制定了迎峰度夏应急方案，同时

加强设备的巡查维护，提高故障应急能

力，夜间是用电的高峰期，我们也会对城

区的线路开展夜间特巡，来确保线路稳

定安全运行。”安居配网运维所配网专责

罗磊告诉记者，夏季高温，用电负荷不断

攀升，为保障全区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生

活用电需求，安居供电公司积极应对高

温负荷压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同

时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全力保障迎峰度

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

应，确保广大群众清凉度夏。

面对高温带来的用电压力及恶劣天

气对电网安全的考验，安居供电公司还

积极强化应急演练，开展迎峰度夏保电

实战演练，提高抢修效率，缩短抢修时

间，构建 24 小时应急值班快速响应体系，

同时积极优化电网配置，储备充足的应

急物资，大幅加固电网构架提升供电服

务质量。截至目前，安居供电公司共出

动 34 车次、154 人次，积极运维，全力应

对夏季供电形势。

据了解，下一步，安居供电公司还将

进一步加强 24 小时在岗值守，强化应急

响应的快捷联动，通过多种措施来保障

用电负荷高峰期线路等设备的稳定运

行，确保群众在高温天气下能安心用电、

用好电。

1.艾滋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人民

身体健康的新的传染病，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从非洲绿

猴传染给人类的，该病毒进入人体后主要破坏人的免疫

系统，使人失去免疫力，最后导致各种难以治愈的细菌、

病毒、原虫感染和恶性肿瘤而失去生命。目前没有有效

疫苗预防 ,也没有根治它的药物 ,一旦感染 ,100%的发病

死亡。

2.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呢？
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血

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物中。艾滋病的

传播途径有三条，一是血液途径传播 ,通过血液传播的

途径很多，如输血、共用注射器（共用注射器吸毒、医疗

注射）、医疗器械、针灸、刮痧、纹身、拔牙、理发等均能

引起艾滋病的传播；二是性接触传播 , 性接触传播是艾

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可通过男女之间、男性同性恋之

间的性接触传播；三是母婴传播 ,母婴传播主要有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胎盘直接传播、二是分娩传播、三是

生后母乳喂养传播。

3.艾滋病的危害有哪些？
对患者自身的危害：目前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控的

慢性病。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因未及时诊治、病毒耐

药或药物的副作用等而死亡或致残。同时由于社会对

感染者的歧视，也常给感染者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

对家庭及社会的危害：虽然我国早已实施对 HIV 感

染者“四免一关怀”政策，但晚期并发症的治疗仍可能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

4.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行为?
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血浆、

白蛋白等）；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

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器械，进行手术、注射、针灸、

抽血、拔牙、美容等侵入人体的操作；

不安全的性行为 :包括未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性

行为、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多个性伴侣等；

患有生殖道感染或性病；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妇女可将艾滋病病毒传给胎儿

或婴儿。

5.如何预防艾滋病病毒经性传播?
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

的根本措施，主要为：

未成年的青少年尽可能不要过早的发生性行为；

与固定性伴侣保持单一的性关系；

安全性行为，包括坚持使用安全套、减少性伴侣、避

免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发生性行为等。

6.如何避免感染艾滋病病毒?
不轻易接受输血和血制品；

不与他人特别是静脉吸毒者共用注射针头、针管、

纱布、药棉等用具；

避免婚前性行为；

保持单一性伴侣，不搞性乱；

每次性交都正确使用高质量的安全套；

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妇女要避免怀孕；

尽量避免共同使用有可能划破皮肤的用具，如牙

刷、传耳针、纹身针、刮胡刀、修脚刀等。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遂宁市“e租宝”案集资
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通告

一、核实登记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7:

00。（截止时间：2019 年 8 月 30 日）

二、核实登记地点及电话
船山法院（2229773）、安居法院（8392985）、射洪

法 院（6192639）、蓬 溪（5421996）、大 英 法 院

（6166060）
三、核实登记对象

“e 租宝”、芝麻金融受损集资参与人。（具有遂

宁市户籍；或能证明在遂宁长期工作生活的外地

人。）

四、流程及携带资料
请咨询所在辖区法院。

五、注意事项
集资参与人应注意防范电话诈骗，核实登记机

构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要求集资参与人提供

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等个人信息，不会提出转

账、验资、交费等要求。故意编造虚假信息，干扰信

息核实登记工作、损害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遂宁市处置化解“e租宝”风险专责小组办公室
2019年 7月 22日

区妇联开展妇女维权活动
进一步增强女性法治意识

安居供电公司全力做好迎峰度夏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群众在高温天气能安心用电

高温下建筑工人挥洒汗水

高温下的高温下的

一、什么是毒品
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内胺

(冰毒 )、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

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

二、什么是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和国际有关

禁毒法律、法规，破坏毒品管制活动，应

该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
罪名有哪些？

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
347 条 )；

2.非法持有毒品罪 (第 348 条 )；
3.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 (第 349 条 )；
4.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 (第

349 条 )；
5.走私制毒物品罪 (第 350 条 )；
6.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第 350 条 )；
7.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 351条)；
8.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

植物种子、幼苗罪 (第 352 条 )；
9.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 ( 第

353 条 )；
10.强迫他人吸毒罪 (第 353 条 )；
11.容留他人吸毒罪 (第 354 条 )；
12.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

(355 条 )。
四、毒品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

祸及家庭、危害社会。

1.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

2.毒品问题诱发其他违法犯罪，破坏

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3.毒品问题渗透和腐蚀政权机构，加

强腐败现象；

4.毒品问题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

五、染上毒瘾的人一般有哪些迹象?
1.在家中或单位偷窃钱财、物品，或

突然频频地向父母或朋友索要或借钱；

2.长时间躲在自己房间内，或远离家

人、他人，不愿见人；

3.外出行动表现神秘鬼祟：

4.藏有毒品及吸毒工具；

5.遮掩收缩的瞳孔，在不适当的场合

佩戴太阳镜；

6.面色灰暗、眼睛无神、食欲不振、身

体消瘦；

7.为掩盖手臂上的注射针孔，夏季穿

着长袖衬衣；

8.情绪不稳定、异常的发怒、发脾气、

坐立不安、睡眠差；

9.经常无故出入偏僻的地方与吸毒

者交往。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