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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搞
科研离不开“引经据典”。论文
被引用次数越多、频率越高，那
么该论文作者的科研影响力就
越大。近日，世界上最大医学
与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的爱思
唯尔（Elsevier）发布了2017年中
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全国共有
29个学科的1793名学者入选。
其中重庆有 18人入选，较去年
增加4人。

重庆日报记者从该榜单中发
现，入选的18名重庆学者中，7人
来自西南大学，5人来自重庆大
学。陆军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
学各有2人上榜，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各有1人上榜。他
们的研究领域包括化学、数学、材
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等。

据了解，学者公开发表论文
被引次数是评价科研工作者研
究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入选
高被引学者，意味着其在相应学
科研究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
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的发展作
出了较大贡献。

重庆18名学者
入选2017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爱思唯尔公司创办于 1880 年，
其核心产品包括医学界的世界级
期刊《柳叶刀》、全世界最大的摘要
和引文数据库 Scopus 等。每年，爱
思唯尔出版的 2000 种期刊发表科

研论文超过 35 万篇。今年 1 月 25
日，克隆猴“中中”和“华华”登上了
爱思唯尔旗下期刊《细胞》的封面，
该期刊也是生命科学界的顶级期
刊之一。

新闻链接>>>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月31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我国在原有8个启
运港的基础上，新增5个启运港，重庆果园港名
列其中。

成为启运港的一大好处是出口退税更快。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港航经营部部长任川表示，以
前从果园港发出的出口货物离境退税，必须等货
物从上海洋山港实际离境后，企业才能办理，最
快也需要10天到15天时间。今后，企业出口货
物只要确认在果园港装船，就可以办理退税，资
金周转和使用效率提高，资金占用周期缩短。
果园港获批成为启运港，竞争力将大大提升。

目前，果园港已经开通了上海—果园—南
充、果园—攀枝花、果园—西昌、果园—西安等
10多条水水中转和铁水联运运输线路，成为四
川、贵州、云南、陕西、广西等周边地区外贸货
物的中转港。“启运港政策落地，能进一步吸引
周边省市的出口货物在果园港进行中转、一体
化通关。”任川说。

据悉，目前果园港正在积极申请口岸开
放和设置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让内陆腹
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江经济带沿线
城市群联系起来，从而实现重庆内陆开放效
应的最大化。

果园港获批
成为我国第二批启运港

出口货物确认装船
就可办理退税

跨省异地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结算
市社保局首次解读异地结算原则

本报讯 （记者 黄乔）随迁养老、异地工
作、在外地突发疾病……随着跨省异地就医全
国联网结算平台的开通，我市参保人在外省住
院，都不用再为异地报销医药费垫资跑腿。那

么，要办哪些手续才能直接结算？在异地就医
的结算原则是什么？哪些人能享受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1月31日，市社保局首次解读了异地
结算原则。

跨省异地就医，是指重庆参
保人员在市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就医。目前，跨省异地就医
全国联网结算平台已经开通，全
国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增加到
8499家，超过90%的三级医疗机
构已联接入网。

■ 要办什么手续
才能直接结算？

该负责人介绍，异地就医结算时，执行就医
地的医保目录，参保地的待遇政策，职工基本医
保、城乡居民医保、职工大额医疗、居民大病医保
等报销费用一单结算，执行政策按以下原则：

1、医保目录，执行就医地标准
包括：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

务设施标准。
2、医保报销，执行参保地政策
包括：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

限额等。
需要提醒的是，没有办理备案的我市参保人

员，在异地定点医院住院就医，需自行垫付全部医
疗费用（再带全部材料回参保地区县社保局手工报
销），且住院“门槛费”上浮5%，报销比例按规定比
例下浮5个百分点。

■ 结算原则是什么？
①参加我市职工医保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驻异

地工作人员
②参加我市居民医保，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③参加我市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因病情治疗需要，并按规定

转诊到市外住院就医的
④参加我市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在市外突发疾病需临时住院

就医的
⑤其他符合异地住院就医规定的我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手续为最常规最普遍的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主要适

用于①②类人员；
③类人员，应由为其诊治的市内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填写《重庆市跨省转

诊转院就医备案表》，并告知与医院签定协议的社保经办机构，社保经办机构
收到医疗机构的转诊备案申请后，告知就医人参保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

④⑤类人员，可在住院后由参保人、参保人所在单位或其委托人通过电话（传
真）、网络平台（即将开通）、手机APP（即将开通）等多种渠道完成备案。

■ 哪些人可享受？

1、备案登记
跨省异地就医前，须先

在就医人员参保所在区县社
保局登记备案。

具体做法：由本人或委
托人，到参保区县社保局服
务窗口办理，备案到拟异地
就医的医保统筹区，并填写

《重庆市跨省长期异地就医
登记备案表》。

什么是医保统筹区？该
负责人介绍，就是医保基金
实现了集中管理、统一使用

的区域，对参保人来说，在此
区域内的定点医疗机构看病
就医，按照统一政策规定结
算。目前在全国各地，医保
统筹区有省级、地市级、区县
级等。其中：重庆和北京、天
津、上海、海南、西藏自治区
等实现了省级统筹。参保人
可以通过统一查询平台，查
询就医地（医院）所属的医保
统筹区。

“需要提醒的是，在没有
提前备案的情况下，参保人

员在外地住院就医，系统是
不能进行直接结算的。”

那么，未备案人员在外
地突发疾病住院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可以进行‘远程备
案’。”该负责人解释说，比
如，梁先生到北京出差一周，
没有提前到社保局备案，在
出差期间却突发疾病住院，
这时可立即打电话到参保地
社保局备案，再请单位或亲
朋完善备案信息，就可进行
医保直接结算了。

2、持卡就医
本人持社保卡，

到备案统筹区内联网
定点医院住院就医，
可直接刷卡结算。

具体做法：参保
人在备案的统筹区
内，自行选择已开通
全国联网结算的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出院
结算时刷本人社保
卡，个人支付和医保
报销，即可同步完成。

要办哪些手续才能直接结算？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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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则消息令重庆教育界
备感振奋——第五届全国教育改
革创新典型案例推选活动落幕，来
自全国各地的140个创新实践项
目和优秀个人获奖，重庆三个案例
名列其中，它们分别为江津区教委
的《深化管办评分离办人民满意教
育》、南开中学校校长田祥平的《普
通高中特色校本课程建设的实践
与创新》，以及秀山高级中学校教
师胡淑英的《寄宿制高中家校共育
途径的评价研究》。

上述三个案例具体是什么内
容，分别有哪些特点，带给了我们
什么启示？对此，重庆日报记者
进行了调查采访。

江津区教委：“管
办评分离”促进学区内
教育资源均衡化

“当前，政府管理教育越位、
错位甚至缺位的现象在全国各地
仍不同程度存在，其中管得过多
过死这一现象较为突出。”江津区
教委副主任蔡增灏说。

从2015年开始，江津启动了
“三个五工程”教育管办评分离改
革，当年10月，江津被列为全国
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单位，
也是其中唯一一个以区政府为改
革实施主体的试点单位。

所谓的“管”是指推进依法行
政，规范政府管理教育行为；“办”
是指推动政校分开，健全学校现
代管理制度。“评”是指推行多元
评价，提高教育评价综合效能。
围绕“管”“办”“评”这三方面，江
津提出了“五个规范”“五个健全”
和“五个提高”的改革内容。

“通过实施这些举措，使其由
‘婆婆’向‘服务员’逐步转变角
色，更多承担督导、协调、服务职
责。”蔡增灏举例说，改革前，质量
监测、绩效评价、保安招聘、教师
培训等都是政府直接插手管理，
改革后，这些都以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委托或放权给第三方实
施，提高了公共教育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

不仅如此，江津区还清理镇
街和区级部门职责清单63项，清
理区教委行政权力清单7大类71
项，并将58项过程管理事项列为
业务指导清单而不纳入对学校及
学校负责人的考核，通过这些举
措为学校“松绑”，激发办学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该区还推行
了学区制改革，整合调整原各镇
街教育管理中心行政区域范围，
依托优质学校设立21个学区，
使教育管理层级由“区—教管中
心—学校”三级管理向“区—学区
（学校）”两级管理过渡，助学区内
教育资源均衡化。

南开中学田祥平：
特色校本课程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

“高中教育的功能不只是为
了高考,而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
自主、有个性地发展,这才是真正
对学生负责的教育。”南开中学校
长田祥平如是说。

事实上，一直以来，南开中学
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
训，通过继承传统、革故鼎新，打造

彰显时代特征、适合学生发展需求
的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提升核心素
养，培育科学精神，夯实人文底蕴。

“《普通高中特色校本课程建
设的实践与创新》这一课程体系的
打造，历经了4个阶段。”田祥平说。

早在1984年，南开中学便开
创性地开设6门校本选修课，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校开设了
20余门选修课程，初步形成了相
应课程的讲义。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4年，南开中学逐步沉淀了一
批精品选修课，公开出版了校本
教材，成立了专项课题组，并纳入
学校素质教育框架。同期，该校
又开发了以“南开讲坛”为代表
20多种活动课程。

进入新课改后，南开中学从
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两方面推进
特色校本课程建设，创造性地构
建了教学双线互动的课程体系，
即学科课程—活动课程—隐性课
程和必修课程—选修课程—自修
课程，并逐步完善课程开发、管
理、评价等制度。

近年来，为全面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该校不断加大课程建设
革新力度。体育、艺术开展选项
教学，武术、扎染、皮具制作等门
类丰富。文综、理综开始走班试
点，分层分类教学更进一步。目
前，该校已开发了近300门特色
鲜明的校本课程。

这些生动丰富的课程和活动
让南开学生具备了广博知识、健
全人格、高雅气质、宽广胸怀和旺
盛创造力。据统计，近5年南开
学子体育方面获得2个世界冠
军、近20个全国冠军；艺术方面
获得近百项国家奖；科技创新获
得10多项国家奖。

秀山高级中学胡
淑英：寄宿制高中家校
共育，促学生全面和谐
发展

秀山高级中学有近7000名
学生长期寄宿在校，留守学生约
有46%，农村学生约有80%，隔
代管理的学生约占25%。“在学
校里，由于一些学生长期缺少父
母关爱，心理防线十分脆弱；在学
习上，一些学生得不到家长的帮
助和指导，这些都给我们的学校
教育带来了困扰。”胡淑英说。

于是，该校对家校共育的实
施途径进行创新研究，这项课题
由胡淑英牵头实施，按照“调查
筛选—课题论证—制订方案—
实践研究—交流总结—申请结
题”进行研究。

“为了做好寄宿制高中家校
共育，学校想了很多办法。”胡淑
英介绍，例如，学校开通了校讯通
或建立微信群或QQ群，方便与
家长及时进行双向沟通。建立家
校联系卡，让家长及时获知和反
馈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设立了
家长开放日、报喜（忧）台，设置家
长来访接待处，多途径地建立与
家长及时沟通的渠道。

此外，学校还设计了“寄宿制
高中家校共育途径研究的评价量
表”，对学年度学校、年级、班级的
家校共育进行评价，并将结果运
用于班主任的评先评优以及评职
晋级。

教育改革创新
他们凭什么获奖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机构名称：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彭尚红
机构编码：00012450010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6号西普大厦6层8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嘉陵一村41号1幢7-1、7-2、7-3号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30日
邮政编码：400020 联系电话：023-86846913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新型保险

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月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赵路路
机构编码：00012450011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双龙大道218号奥蓝酒店1幢3-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双湖路街道兰馨大道77号汇祥·好莱坞10幢3-1
成立时间：2010年12月14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86023668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新型保险

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月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丰都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刘晓娜
机构编码：00011050023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滨江东路40-10、40-11、40-1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名山大道271号（丰都县财政局大楼9号）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2日
邮政编码：408200 联系电话：023-70641115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1月1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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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袁若
王稳地
唐春雷
李长明
邓勇
李传东
廖晓峰
李声杰
杨小帆
胡宁
肖迪
申立银
陈应春
王阁
伍烽
杨培增
宋乾坤
王国胤

高校

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陆军军医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学科
化学

数学

材料科学

计算机科学

数学

材料力学
计算机科学
建设和建筑

化学
医学

医学

数学
计算机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