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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孩子放学早 家长下班晚

“三点半难题”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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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川美招生“百里挑一”
计划招生1500名，报考人次逾11万

本报讯 （记者 黄乔）3月26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重庆居民医保微
信缴费又开通了6个地区，分别是涪陵
区、江津区、大足区、渝北区、沙坪坝区、
长寿区。目前，重庆已有10个区县的居

民可用微信缴医保费。
据了解，重庆居民医保今年开通微

信缴费，2月9日首批在黔江、北碚、合
川三区上线，其余区县正在陆续开通
中。截至目前，涪陵区、江津区、大足

区、渝北区、沙坪坝区、长寿区、黔江区、
北碚区、合川区、巫溪县等10个区县参
保的市民，可通过微信缴纳居民医保。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区县的居民，如
果是新参保人员（含出生90天内的新生

儿），在渝高校大学生，以及享受居民医保
各项政府参保补助的人员（需线下核对相
关信息），不能通过微信缴纳。而尚未开
通居民医保微信缴费的区县参保人，可通
过参保地区县镇街社保所参保缴费。

重庆居民医保微信缴费新开通6个区县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1600多年前，陶渊明在《桃花源记》
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梦幻中的“世外桃
源”。

在生态与文化融合的旅游产业发展
中，桃花源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呈现，
酉阳因桃花源出名。

如今，闻名于全国乃至世界的“桃花
源”旅游，让酉阳与桃花源紧紧地“绑”在一
起。

酉阳人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
乘势在这桃花源里，更加辛勤地“耕田”。

桃花源里耕“好田”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
田。”酉阳城边的桃源，是大自然赐给酉阳
人的桃花源。这里有良田美池，村落点布，
以及桃涧流红等桃源八景。据《酉阳直隶
州总志》记载：“核其形，与渊明所记桃花源
者，毫厘不爽”；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
所写的意境，已成为酉阳在旅游产业发展
中的宝贵文化资源。

(下转3版)

桃花源里勤“耕田”
——酉阳以文化支撑全域旅游发展的调查

本报记者 罗成友

方式1 点击底部菜单“我的社保”选择“居民医保缴费”

方式2 点击底部菜单“社保服务”选择“更多服务”后，
进入微官网，找到首页中部的“居民医保缴费”

2018年6月30日前
一档年缴费：180元/人 二档年缴费：450元/人缴

费
标
准 2018年7月1日（含）后

一档年缴费：
180元+原由财政补贴部分（400多元）
二档年缴费：
450元+原由财政补贴部分（400多元）
二档比一档多缴200多元，在基本医保报销限额上，

二档为12万/年，一档为8万/年

缴
费
流
程

通过生态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桃花源景区已发展成为酉阳旅游的一张名
片。图为游客在桃花源中游玩。 通讯员 陈碧生 摄（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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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6日就俄罗
斯克麦罗沃市发生重大火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克麦罗沃市发生火灾，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伤者和
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
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就俄罗斯克麦罗沃市发生重大火灾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记者 刘羊旸）记者26日从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获悉，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已如期建成年产能
100亿立方米，相当于建成一个千万吨级的大油田。

这标志着我国页岩气加速迈进大规模商业化发展阶段，对促进能源结
构调整、缓解我国中东部地区天然气市场供应压力、加快节能减排和大气
污染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涪陵页岩气田累计产气和销气量均已突破160亿方，2017年产
量达60.04亿立方米，日销售页岩气最高达1670万立方米，每天可满足
3340万户居民的生活用气需求。

涪陵页岩气田如期建成
年产能100亿立方米

相当于一个千万吨级的大油田

习近平向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致贺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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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文章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深刻认识肃清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一论彻底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开栏的话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3月10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

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

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

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

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

进入新时代，实现新作为，必须坚持

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硬，大力营造

崇德向善、尊法守法社会新风尚。从今日

起，本报开设“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

栏目，就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崇德向善，弘扬巴渝优秀传统人文

精神，宣传报道一批崇德担当的新人新

事，向上向善的时代楷模，讲诚信有作为

的新时代重庆人。

本报讯 （记者 颜安）近日，为了一点鸡
毛蒜皮的事，永川区临江镇村民杨红芹和石明
莲拉扯着走进了当地新乡贤陈久述的乡贤评
理堂，要求“评评理”。没过多久，在陈久述的
调解下，两人握手言和，结伴而出。

在永川，像陈久述这样“开堂”受理、调解
群众纠纷的新乡贤共有108人，这是该区乡村
治理的一大创新——2017年，108位乡贤评理
堂“堂主”成功调解百姓纠纷近600件，有效地
维护了基层的和谐稳定。

“我们注意到，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农
村一些地方团结互助的风俗和传统文化正在逐
渐缺失。”永川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要做
好这些群众的思想工作，重塑良好淳朴的民风、
家风，光靠由上而下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得依靠
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才能更好地把道理摆进
他们的心坎。

于是，该区在已有的千余名新乡贤队伍中，筛选出了108名关心群众
身边事、善于化解矛盾纠纷的乡贤，由他们来反映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
纷，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永川还专门在其堂屋挂上“乡贤评
理堂”的牌子，让乡贤们有了阵地和平台。

作为临江镇远近闻名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解能手，陈久述顺理成章
地成为了“堂主”。

走马上任后，陈久述充分发挥特长，化解了一件件矛盾纠纷。以杨红
芹、石明莲的纠纷为例，两个人都在临江农贸市场摆摊卖水果，平日里井水
不犯河水，但这次为了争个好位置就吵了起来。陈久述告诉她们，就算是
小摊小贩也要有契约精神，既然划定了位置就不能到处乱摆，很快就把两
人说和了。

“其实，农村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有人出面调和，事情很快
就会解决。但如果不及时介入，矛盾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进而影
响基层的稳定和谐。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该负责人说。

由于“堂主们”本身来自群众，在群众中有威望，自身也能做到以德服
人，讲得有条理、接地气，因此常常三言两语就把群众心头的疙瘩解开。去
年，永川这支人数并不多的乡贤评理堂队伍，调解了近600起较大的矛盾
纠纷，有效维护了基层稳定，赢得了当地群众纷纷点赞。

该负责人表示，家和万事兴，今年永川将进一步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
理、乡风文明中的作用，让更多老百姓见贤思齐、崇德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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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特别提醒：
微信缴费必须是“023社保在线”平台（包括

重庆市社会保险局公众信息网站www.cqsi.gov.
cn，“重庆社保”微信号）的注册用户；一个注册用
户可以缴本人的医保费，也可以帮亲人朋友缴费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 陈国
栋）3月25日至26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用一天半时间举行专题学习会，围绕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
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交流讨论。市委
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对标对
表学、落地落实做，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不
断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
入，努力开创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常委作
了发言。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大
轩，红岩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厉华，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雍分别就坚
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解读“狱中
八条”、全面贯彻实施监察法作辅导报告。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我
们要围绕总书记关于做好重庆工作的总体
要求深化认识、抓好落实，确保重庆各项事
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要把
握“团结一致、沉心静气”的要求，保持定
力、力戒浮躁，树立正确政绩观，用实干实
绩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把握

“真抓实劲、敢抓狠劲、善抓巧劲、常抓韧
劲”的要求，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
效，以愚公移山、滴水穿石、钉钉子的精神

抓好工作。把握“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的要求，注重从大局出发考虑问
题、谋划工作，在服务全局中实现自身发
展，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把握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的要求，在西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
动开放，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把握“努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要求，坚
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把握“让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
决策、工作部署兑现”的要求，坚持问题导
向，明确工作抓手，注重实际效果，打好“三
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全力推
动重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陈敏尔强调，要围绕总书记关于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要求深化认识、抓好
落实。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首先要从政治
上认识、从政治上落实。要把政治建设放
在首位，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坚定政治方向、
汲取政治营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加强教育引导、注重破立并举、抓住

“关键少数”，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熙来、王立军流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推进。

陈敏尔强调，要围绕总书记关于加强
法治和德治建设的重要指示深化认识、抓
好落实。加强法治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坚
持依法办事，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面
推进依法治市。加强德治建设，重视发挥
好道德教化作用，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树
立良好社会风尚。加强政德建设，领导干
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多积尺寸之
功，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唐良智说，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尤其是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
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前提，以创造
高品质生活为最终目标，以讲政德为重要保
障，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贯彻、一体
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体
制机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创造高品
质生活，要以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为主抓
手，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需求为导向，
切实解决城乡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让城乡居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领导干部讲政德，要明大德，始
终做到心中有党，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守公
德，始终做到心中有民；要严私德，始终做到
心中有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全面彻底干
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
毒，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
重庆发展的强大动力。

市级有关部门，各区县党委、政府，两
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等参加学习会。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对标对表学 落地落实做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唐良智张轩王炯等参加

首先进入
“重庆社保”官
方微信公众号，
然后可通过两
种方式进入缴
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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