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当时就懵了,这么大一笔医疗
费,该怎么办啊？”数日前，说起去年底
得知自己患有乳头状癌后的心情,程钢
(化名)仍然有些激动。

“万万没想到,去年底动的手术,因
为单位参加了重庆市总工会组织开展
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选择了4份在职
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我今年初
就收到了48000元互助金。而且,下
一阶段的住院治疗还能‘二次报销’。”
紧接着程钢又说道。

程钢所说的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
助保障计划,来源于全国总工会开办
的群众性互助保障公益组织——中国
职工保险互助会。重庆市总工会自
2014年申请成立办事处以来,入会单
位已达1.3万余家,职工会员总数达到
143万余人,受益职工8.7万余人次,
受益金额1.8亿余元,降低了重病职工
因病致贫的风险,减轻了他们因病致
贫之苦。

九龙坡区总工会:算好经济
账和效益账

“每位职工1年仅缴纳30元,只
相当于夏天送一箱矿泉水、冬天送1
小瓶油的价格。”九龙坡区总工会在
深入企业推广时,主动为企业算好经
济账和效益账,“相比其他福利而言,
更能体现用工单位对职工的关怀,更
能让职工找到归属感,从而减少职工
的流失。”

与此同时,该区总工会每年还针对
辖区建档困难职工参加互助保障提供
全额补助,帮助他们减轻医疗负担，并
按镇街、园区、委局入会人数和选择计
划的类型给予 5元/人、7元/人和 10
元/人不等的经费补贴,从而减轻了企

业和职工的负担,充分调动了企业的入
会积极性。

沙坪坝区总工会:强化跟踪
服务，主动上门办理

为了避免入会单位因未及时办
理,出现断档、脱档等情况,给职工带
来损失,沙坪坝区总工会在区职工服
务中心开设窗口,设专人辅助基层工
会办理各项互助保障工作,特别是强
化了跟踪服务,采取提前2个月跟踪
基层工会办理续保工作的方式,使该
区2018年实现互助保障总金额增幅

163.98%,增幅居全市第一,获得中国
职工保险互助会“先进单位”的荣誉
称号。

针对“一人生病拖穷全家”的现
状,该区还主动上门做好申领服务。
对出现保障计划中规定范围内的可申
领互助金的情况,及时提醒、收集资
料,做好申领服务。在基层工会人手
紧张、人员变动时,区总工会专职窗口
工作人员就会主动上门帮助办理申领
服务,仅去年就申领互助金 354.6 万
元,赢得了基层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
的信任和首肯。

开州区总工会:“线上+线下”
宣传实现广覆盖

为了推动参加职工互助保障的广
度和深度,开州区总工会采取“线上+
线下”的宣传手段,借助报纸、电视、宣
传手册等传统媒体,充分利用QQ群、
微信群等新型媒介,以“列举典型申领
案例”为重点内容,全方位、多角度、生
动形象地将互助保障的公益性、普惠性
和适用性传递到广大职工心中,让每个
职工都清楚地认识到参加职工互助保
障活动的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该区总工会还设置了
2名专职互助保障员,主动联系从未
申领互助金或疑惑较多的入会单位,
了解、处理在申领中出现的各类问
题。

除此之外,区总工会专门下发了
《关于加强职工互助保障申领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把申领政策梳理成简单明
了的表格,让基层经办人员、企业、职工
一看就懂,极大地提高了申领效率,增
强了入会信心。也正因为此,该区2018
年实现入会持续率100%。

一组数据印证去年来所
取得的成绩

一组数据印证了中国职工保险
互助会重庆办事处去年来所取得的
成绩:入会106万余人次、入会总金额
1.16亿余元;会员职工申领互助金3.2
万余人次,职工会员受益总金额达8421
万余元。

“有病人帮我,无病我帮人”,中
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重庆办事处秉承
这一宗旨,正在解危助困的道路上奋
力前行。 （何旭）

有病人帮我 无病我帮人

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助重病职工告别返贫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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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福杯明品福杯””
2019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重庆市体育局、重庆日报
承办单位：重庆国际影像节组委会
重庆日报文体旅事业发展部
独家冠名：重庆明品福集团有限

公司

二、征稿时间
2019年4月13日—9月16日

三、征稿内容
拍摄全民健身活动、全民健身设

施、全民健身保障以及相关的文化传
承、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内容。
四、征稿要求

（一）每个参赛者最多可以提交5
组作品参赛，每组作品可以是单幅照
片，也可以是组照，组照最多不超过12
张。

（二）拍摄工具可为胶卷相机、数
码相机、单反相机和手机，在不改变作
品原貌的前提下，参评作品可以通过
软件做适当处理，但不可用合成等手
法改变作品原貌，例如拼接、删除、修

改照片素材。
（三）只收取电子图片参赛，图片

统一为“jpg”格式，且精度不低于1M。
（四）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且拍

摄日期必须在2019年1月1日之后，
不得盗用或假借他人作品，一经发现
将立即取消参赛资格。

（五）本次活动不收费、不退稿。
对入选作品，主办方有权在出版画册、

邮折、明信片、办展及相关宣传中使
用，并不再支付稿酬。

（六）投稿者应保证其作品为原创，
并对该作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
且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
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任何权
利。凡上述保证落空导致相关纠纷的，
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投稿者本人承担。

（七）比赛主办方保留对本次活动

的最终解释权。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各奖励现金3000

元+获奖证书；
二等奖：3名，各奖励现金2000

元+获奖证书；
三等奖：5名，各奖励现金1000

元+获奖证书；
优秀奖：30名，各奖励现金200

元+获奖证书。

六、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ydcq2019@163.com
联系电话：（023）67527800

七、评选方式和时间
评委会由每个主办单位推荐2名代

表和市级摄影专家组成。4月中旬开
始，部分参赛作品在《重庆日报》陆续刊
登介绍。9月下旬初审出100幅/组公
示，9月底组织评委会评奖并公开颁奖。

“明品福杯”2019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1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今
年,我市将加大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力
度,实现定点医疗机构现场检查全覆
盖。

“今年,我市将推进药品集中采购、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异地就医结算、医保扶贫五项重点
工作,进一步减轻群众看病的负担。”市
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以药品集
中采购为例,3月20日,重庆启动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全
市公立医院都引入了国家集中采购的
25种降价药品,对患者来说,无疑降低
了药费负担。“对医保部门来说,我们将
进一步加强交易监管及效果跟踪评估,

确保改革真正惠及群众。”
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面,今年,

重庆将推动按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等
级分级定价,放开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
的特需医疗价格,加快建立医疗服务价
格动态调整机制。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进一步
强化医保政策引导作用,减少和控制过
度诊疗;继续扩大定点医疗机构异地就
医联网结算范围,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
续。

如何保证将医保基金用在刀刃上?
该负责人表示,我市将继续深入打击欺
诈骗保行为,实现定点医疗机构现场检
查全覆盖。其中,重点打击检验检查、
门诊特病等领域欺诈骗保行为。

打击欺诈骗保

重庆今年定点医疗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下雨也阻
挡不了跑者的激情。4月14日,2019
璧山国际半场马拉松赛在飘飞的细
雨中激情开跑,万余选手沿着风景如
画的赛道飞奔,尽情享受奔跑的乐
趣。

2019璧山国际半程马拉松赛是由
中国田径协会,重庆市体育局、璧山区
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型公益马拉松赛
事。本届赛事在首届基础上全面提档
升级,由2018年的中国田协注册赛B
级赛事,升级为中国田协共办A2级赛
事,专业化水平大大提升,共吸引了来
自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波兰、埃塞

俄比亚、肯尼亚等10个国家的一万余
选手报名参赛。

比赛共设置半程(21.0975 公里)和
迷你(约 7.5 公里)两个项目,其中半程
又分为半程个人赛和半程团队赛,迷
你项目分为迷你大众组和家庭亲子
组。奖项设置在首届个人赛男、女名
次奖,年龄组奖,团队赛名次奖的基础
上新增重庆籍市民奖,个人赛男、女破
纪录奖两个奖项,总奖金高达 14 万
元。

经过激烈的角逐,半程个人男子、
女子组赛冠军分别由来自肯尼亚和埃
塞俄比亚的选手获得。

本报讯 近日,人民日报社对在
2018年度《人民日报》印刷工作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14家承印单位进行了通报
表彰,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获最佳印
刷质量奖。

2018年度,重报印务有限公司在
《人民日报》印刷质量月评中有8次获得
第一名,全年平均得分排名全国第一。

近年来,重报印务公司共获人民日
报社年度表彰7次。 (杨智灵)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
获《人民日报》年度最佳印刷质量奖

本报讯 (记者 王丽)“人生若只
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4月14日
晚,古典舞剧《人生若只如初见》2019
首轮全国巡演重庆站在重庆国泰艺术
中心上演。

《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国内首部以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为背景创作
的舞剧,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北
京舞蹈学院历时3年共同打造完成。
该剧不但用诗意的舞蹈呈现了纳兰性
德与其妻卢氏的伉俪情深,更展现了纳
兰性德与曹寅以及顾贞观之间的深厚
友谊。

华美壮丽的舞台、交错变化的灯
光、时而恢弘时而柔美的音乐、精妙绝
伦的舞姿,引人入胜。在这场唯美的文
化视听盛宴里,聪慧过人、挥洒笔墨的
小纳兰,受人欺负、孱弱的顾贞观,曹雪
芹的祖父、博学多才的曹寅等历史人物
轮番登场。

舞台上一块出现频繁的巨大白布,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策马奔
腾的边塞,它化身随风狂舞的黄沙;在婚
房红烛映照下,它是喜庆的红绸;在卢氏
难产而亡后,它是血色的红帐……

该剧以纳兰性德经典诗词为点缀、
以人物成长为脉络、以事态变迁为戏剧
冲突,通过“别有根芽”“天为谁春”“何
处情深”“人在谁边”四幕,呈现纳兰性
德传奇的一生。同时,还特邀著名朗诵
表演艺术家陈铎进行演绎,他不仅以

“说书人”的角色讲述了每一幕的剧情,
还朗诵了众多纳兰词作经典篇章,让观
众从视觉和听觉上多方位感受纳兰词
作的美好。

“整场演出非常精彩,110分钟无
间断的表演让人丝毫不觉得长。”观众
沈星月说,纳兰性德和妻子卢氏的婚后
门框舞也让自己眼前一亮,“没想到一
个带轮的框架也可以舞得如此动人”。

以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生平为背景

舞剧《人生若只如初见》在渝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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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互助会九龙坡志愿者在慰问重疾困难会员。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璧山国际半马 万人雨中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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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至21日是第25个全国
肿瘤防治宣传周。在12日举行的宣传
周启动仪式上,市疾控中心、市肿瘤防
治办公室发布了《重庆市2018年新发
肿瘤登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
告显示,2018年,重庆新发肿瘤病例累
计 报 告 77835 例, 报 告 发 病 率 为
292.02/10万。

我市肿瘤发病率处于全国
平均水平

重庆从1999年开始对肿瘤发病进
行监测,监测区县从2016年开始覆盖
全市所有区县。

报告显示,重庆恶性肿瘤发病率由
2010 年的 204.80/10 万上升至 2018
年的 292.02/10 万,处于全国平均水
平。

从去年重庆肿瘤新发病例报告数
和报告发病率看,癌症新发病例中男性
为46176例,发病率为344.06/10万;
女性 31659 例,发病率为 239.23/10
万,性别比为1.44:1,男性高于女性。

重庆人更容易患上哪些癌症?统计
数据显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
癌、乳腺癌、胃癌发病率排名前六,占总
报告病例数的66.46%;死亡率排前六
的肿瘤则为肺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
癌、胃癌、胰腺癌,占总报告病例数的
78.04%。

报告还显示,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
高于农村,恶性肿瘤发病率随年龄的增
长而增长,40 岁后发病率呈快速上
升。与上一年相比,发病率与死亡率波
动不大,前六位肿瘤部位不变,总体发
病和死亡情况较为稳定。

良好生活方式+肿瘤筛查
预防癌症

事实上,肺癌和肝癌近年来一直排
在我市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前两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部肿瘤
中心主任江跃全介绍,“肺癌在全国都
是‘第一杀手’,其高发因素主要是人类
自身行为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肺
癌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改变不良的生
活方式与习惯,可以有效避免肺癌的侵
扰。”

江跃全说,导致肺癌最明确的因素
就是吸烟,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患癌风险
高7至11倍。除了香烟外,环境污染、
厨房油烟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

“装修要尽量使用环保材料,且不
要刚装修好就住进去。厨房也要注意
营造一个清洁通风的环境,减少采取高
温煎炸这一不健康的方式烹饪,多开窗
保持厨房空气流通。”江跃全建议,40
岁以上经常抽烟、长期受环境污染等高
危人群,每1-2年应做一次低剂量螺
旋CT。

肝癌也被称为“癌中之王”,超过一
半的肝癌患者在发现时已处于中晚
期。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胰肿
瘤科主任邓和军说,长期喝酒、长期食
用腌制和霉变食物都会增加患肝癌的
风险。

“超量喝酒,每多喝一杯都是向肝
癌靠近一步。”邓和军说,酒精对肝脏的

危害是逐步累积的,随着量的增加和饮
用时间的延长,酒精性脂肪肝演变为酒
精性肝炎,肝癌发生风险逐渐增加。

邓和军建议,30岁以上酗酒男性、
慢性乙肝和脂肪肝等高危人群应定期
做肝胆彩超和血清甲胎蛋白。

早诊早治是提高肿瘤治愈
率的关键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的癌
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通过
早期发现得到根治,三分之一的癌症可
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手段延长生命、减轻
痛苦、改善生活质量。

正因为如此,癌症应该被看作是一
种慢性病。人体细胞在外在因素长期
作用下,基因损伤和改变长期积累,是
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复杂渐进的过程,
从正常细胞发展到癌细胞通常需要十
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

“癌症是可防可控的,早诊早治是
提高治愈率的关键。”重庆市癌症中心
主任、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吴永
忠表示,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和手段
的不断提高,癌症的诊治能力得到有效
提升,不再是无药可治。但因为很多患
者临床诊断较晚,加上一些医疗机构规
范化诊疗程度低、肿瘤防控能力仍然欠
缺,导致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31%。

从2015年起,重庆市癌症中心、重
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联合重庆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构建“一网一链”肿瘤防治
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已初步建成涵盖
7个二级肿瘤医院、23个肿瘤规范化诊
疗基地、3个单病种专科联盟、54家医
疗协作医院,累计84个肿瘤专科联盟
成员单位的三级肿瘤防治网络体系,形
成以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为龙头,二
级医院为枢纽,基层医疗机构为重点的
相互协作、上下联动的肿瘤防治格局。

重庆市2018年新发肿瘤登记报告发布

看看哪些癌症发病率排在前面
本报记者 李珩

2010年

204.80/10万

与上一年相比,发病率与死亡率波动不大,前六位肿瘤部位不变,

总体发病和死亡情况较为稳定

重庆人更容易患上哪些肿瘤?

肺癌、肝癌、结直肠癌
食管癌、乳腺癌、胃癌
发病率排名前六,占总报
告病例数的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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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肝癌、食管癌
结直肠癌、胃癌、胰腺癌
死亡率排前六,占总报告病例
数的78.04%

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恶性肿瘤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40岁后发病率呈快速上升

2018年

292.02/10万
男性46176例

发病率为344.06/10万

癌症新发病例报告数和报告发病率恶性肿瘤发病率

女性31659例

发病率为239.23/10万

性别比为1.44:1 男性 女性

数据来源:《重庆市2018年新发肿瘤登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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