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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2019年1月1日起，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与
用人单位缴费脱钩。1月9日，市医疗保障局以随
单位参加职工医保和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两
种不同参保形式，就政策调整进行了解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悉，按照
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大额医
保缴费政策实现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人
单位缴费脱钩的通知》，从2019年1月1日
起，我市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人单位缴
费脱钩，从而实现退休人员医疗保险的社
会化管理。

具体来看，我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主
要有3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关于大额医保缴
费政策的调整。随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
用人单位不再为退休人员缴纳费率为1.5%

的大额医保费；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
的，已缴满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退休
人员，其大额医保缴费标准由“当年缴费标
准的1%”调整为“与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
医保的退休人员大额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一
致”。

二是关于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
的调整。随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退
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由“本单位在
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统一调整为“上年
度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的60%”（以下简称上年度社平工资的

60%）。为保障退休人员划入个人账户待
遇不降低，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高
于上年度社平工资60%的，按其原基数执
行并锁定划入金额；待上年度社平工资
60%上涨并达到该基数后，统一执行上年
度社平工资60%的这一基数。退休人员
个人账户划入基数锁定时间点为2018年
12月份。

三是关于用人单位出现医保欠费，其
退休人员医保待遇政策的调整。随用人单
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定年限后，其职工

医保待遇不再与用人单位缴费挂钩，即缴
满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不
再因用人单位欠缴医保费而中断其享受医
保待遇。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政策调整是我市职工医保制度的完善
和改革；是保障退休人员的医保权益的
重要举措，既没有增加退休人员的缴费
负担，也没有降低退休人员的现行医保
待遇；是降低用人单位生产成本的务实
之策，进一步释放了用人单位的活力和
动力。

我市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人单位缴费脱钩
时间：2019年1月1日起 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调整

1.单位参保的职工大额医保缴费政策
是如何调整的？

从2019年1月起，取消用人单位为其
退休人员缴纳费率为1.5%的大额医保费，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再为退休人员缴纳
大额医保费。

2.参保人员大额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有
变化吗？

没有变化。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的
大额医保缴费标准，仍然是每人每月 5
元。

3.参保人员如何缴纳大额医保费呢？
在职职工大额医保费，由所在单位按

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退休人员大额医
保费，由医保经办机构从其每月应划转的
个人账户资金中代扣代缴，即不需要退休
人员直接缴纳现金。

4.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有什么
调整？

从2019年1月起，单位参保退休人员
个人账户划入基数，由“本单位在职职工人
均缴费基数”调整为“上年度全市城镇非私
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也就是
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

5.目前，单位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高
于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的，退休人员个
人账户划入基数如何执行呢？

为确保退休人员现个人账户待遇不降
低，对当前“单位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
高于“上年度社平工资60%”的，单位参保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按照现待遇标准锁定当
前的划入基数，锁定时点为2018年12月
份。

也就是说，从2019年1月起，单位参保
退休人员2018年12月份的个人账户划入
基数高于2018年度社平工资60%的，按其
2018年12月个人账户划入基数执行并锁
定划入金额。此后待上年度社平工资的
60%上涨并达到其2018年12月个人账户
划入基数后，统一按上年度社平工资的
60%执行。

以2018年公布的2017年度我市社平
工资为73272元/年为例，假设2019年统计
部门公布的2018年度社平工资为80000
元。

如：（1）某单位退休的李叔叔，其单位
2018年12月份在职职工的人均缴费基数
为43963元（即：73272元的60%），则李叔
叔个人账户划入基数为43963元/年（3664
元/月），李叔叔12月份个人账户划入额为
146.56元（3664元×4%）。

2019年1月起，李叔叔个人账户的划
入基数调整为2018年度社平工资的60%
（80000元的60%），即48000元/年（4000
元/月），则李叔叔每月个人账户划入额为
160元。以后每年随着社平工资的增长而
动态增长。

（2）某单位退休的张阿姨，其单位2018
年 12 月份在职职工人均缴费基数为
109908元（即：73272元的150%），则张阿
姨个人账户划入基数为 109908 元/年
（9159元/月），张阿姨12月份个人账户划
入为366.36元（9159元×4%）。

2019年1月起，由于张阿姨的个人账
户基数（109908元/年）已高于“2018年度
社平工资的60%（48000元/年）”，因此，为

确保张阿姨的个人账户划入金额不降低，
张阿姨个人账户的划入基数仍按2018年
12月份个人账户划入标准执行并锁定，即
划入基数按109908元/年执行，每月划入
金额仍为366.36元。待今后上年度社平工
资60%上涨至张阿姨被锁定的基数时，张
阿姨个人账户再按上年度社平工资60%执
行。

6.用人单位出现欠费时，该单位退休人
员医保待遇如何处理呢？

对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达到我市规
定年限的退休人员，其医保待遇不再因单
位欠费而中断。换句话说，缴费年限达到
规定的退休人员，其医保待遇就终生享受
了。

对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未达到我市
规定年限的退休人员，其职工医保待遇按
现行政策规定停止享受。也就是说，退休
人员未进行缴费年限认定或认定后不足规
定缴费年限但又未进行补缴的，其医保待
遇仍会因单位欠费而中断。

随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政策调整

退休人员职工医保政策有这些变化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1.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大额医
保缴费政策有怎样的变化呢？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缴
费期满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其大额医保缴费标准，由原来的“按当年
缴费基数的1%”调整为“与随用人单位参
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个人缴
费标准一致”。即：60元/年（5元/月）。

如：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公布的
2019年个人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为
53400元。政策调整前，2019年缴费期满
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缴费为534元；政策
调整后，2019年为60元。缴费期满退休人

员人均可少缴474元。
2.缴费期满退休人员的大额医保缴费

方式有什么变化吗？
缴费期满退休人员缴纳大额医保费，

参加二档的，从2019年1月起，其大额医

保费由医保经办机构从其每月应划转的
个人账户资金中代扣代缴，这跟单位参
保的退休人员大额医保费缴纳方式是一
样；而参加一档的，其大额医保费仍按年
缴纳。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政策调整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月 8日，重庆市
2018年度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发放仪式在武隆举行。本次救助行动将发放
1016万元贫困母亲“两癌”（即宫颈癌、乳腺癌）救
助金，按照每人1万元的标准，全市1016名农村贫
困“两癌”患病妇女将得到救助。

“1万块钱对正常家庭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
们家来说，就是雪中送炭。”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
患病妇女王正均接过“两癌”救助金，感激地说。
当天，在发放仪式现场，武隆区的28名“两癌”贫困
母亲代表领取了救助金。王正均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有大家的关怀，有妇联娘家人的温暖，自己一
定会勇敢面对、积极治疗，同时也希望家属们多多
关心自己的妻子，鼓励她们，帮助她们战胜病魔。

据了解，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于2011年
由全国妇联发起，重庆获得中央救助资金达6118
万元，其中2018年有1016万元。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救助与精准脱
贫紧密结合，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患病妇女，以及
18个深度贫困乡镇和4个未脱贫区县实现救助全
覆盖，对国贫区县和省贫区县贫困患病妇女进行
重点倾斜救助。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发放
重庆1016名妇女将获救助

重庆夜景，闻名古今。以“字水宵灯”为
代表的重庆夜景是清乾隆年间“巴渝十二景”
之一。清人王尔鉴诗云：高下渝州屋，参差傍
石城。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浪卷光难
掩，云流影自清。领看无尽意，天水共晶莹。

随着城市发展，重庆现代夜景更是闻名
中外。1月9日，2019重庆（国际）灯光艺术
与城市美学发展论坛举行，众多专家来渝建
言献策，让重庆的夜景灯饰更耀眼夺目。

山城夜景的主体是建筑

重庆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建筑结构具有
特色。在专家们看来，这是重庆夜景灯饰应
该抓住的核心。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光环境所
副所长荣浩磊认为，重庆有江有山有城，有广
阔的纵深，灯光可以很好勾勒出城市的轮廓。

“这是以‘物’为中心，只表现载体本身的
美。”荣浩磊表示，以“物”为中心的设计需要
保证景观照明的长久运转。现在，全国景观
照明赋能城市空间的作用已经凸显，“同样一
个空间，不要仅限于白天使用，还要利用景观
照明，在夜晚把空间使用价值发挥出来。”

国家一级注册照明设计师、同方股份有
限公司西区设计总监朱理东也有类似看法。

“我一直把灯光定义为配角，对一个建筑空间
来说，它的主体永远是建筑本身，灯光并不是
主宰，但它能够使主角更加熠熠生辉。”朱理
东举例说，在一个黑暗的舞台上，一束光打下
来，芭蕾舞女演员在光晕中起舞，“主角是舞
者，而不是灯光，但没有聚光灯，舞者的情绪
就不能被调动。”

朱理东把这一理念在重庆进行了实践。
几年前，他带领团队在江北嘴设计灯光秀。当
时，多栋楼宇灯光联动在全国景观灯饰中并不
多见，朱理东做了很多创新，比如把LED光珠
卡在楼宇外立面的间歇里，把灯光模块设计在
重庆大剧院玻璃外立面的内侧夹缝中。最后
效果很不错。江北嘴灯光秀亮相后，白天看亮
灯的9栋楼宇外观没有发生变化，大剧院的灯
具好像被藏起了，晚上灯光也十分柔和。

朱理东还透露，自己和团队正在设计轨
道李子坝站灯光品质提升项目。预计今年上
半年，市民就可以在轨道李子坝站看到更漂
亮的灯饰景观了。

历史文脉为夜景增色添彩

“灯光设计要把历史文脉融入到城市的
灯光设计中，这是以往一些设计师所忽略
的。”纽约BPI合伙人兼中国执行董事林志明
认为，重庆拥有开埠、抗战、三线建设、直辖等
多个时期的老街，这些城市景观完全可以用
灯光重塑，再现那个时期的光景。

林志明以洪崖洞举例，从建筑上看洪崖

洞就是一座座吊脚楼的集合，展现了重庆人
与大自然是如何相处的，加上灯光的修饰，洪
崖洞就宛如动漫中的场景，游客有了想象的
空间，灯光成了建筑的“化妆师”。另外，重庆
的轨道、桥梁都极具特色，可以做一些主题设
计，用光去“复原”老重庆。

荣浩磊也认为，重庆是一个立体城市，江
城山连在一起，非常有利于打造独一无二的、
有高辨识度的城市形象，不少景观值得挖掘。

“重庆夜景提档升级，还有很多可以突破
的空间。”朱理东说，重庆夜景可以在内涵上
做文章。比如，将人文历史元素融入重庆夜
景，用灯光来“讲述”重庆故事。

抓住机遇 提升城市照明水平

专家们表示，重庆应该抓住新的机遇，来
提升整体照明水平。

同方光电环境公司总经理、《中国照明》

特约编委刘刚表示，从其他城市的经验来看，
重大活动中展现的灯光秀，往往可以成为城
市景观照明提升的推手。他举例说，G20杭
州峰会期间，钱江新城“城·水·光·影”的主题
灯光秀，就将西湖、京杭大运河、钱塘江等景
观完美地串联在一起，成为了杭州的新名片
和新景点，每日游客量猛增到上万人。

“重庆也可以借鉴这样的经验。”刘刚建
议，重庆地形独特，立体感强，只要做好规划，
应该能打造成非常漂亮的夜景图，而且更能
展现夜间风貌，对提升当地旅游和夜游经济
有极大帮助。

中国照明学会秘书长窦林平表示，产业
发展也是促进城市照明水平提升的重要因
素。中国LED（发光二极管）产业发展不到
十年，但发展速度可谓突飞猛进，特别是在城
市景观方面应用已经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以
前城市照明、景观照明多以单体建筑（小环

境）为主，现因LED产业的发展，不管从LED
灯具的外观色彩，还是灯具器件的性能控制
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城市景观照明由“单
体”向“联动”发展。

在窦林平看来，重庆在LED产业领域还
处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有独特的山水优
势，如何通过灯光演绎让城市更加立体，这是
大家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建议，重庆的照明设计要更多地从总
体规划上下工夫，让照明设计出更多的精品，
同时还要注意与周围建筑的搭配。”窦林平
说，倘若设计一个地标建筑的灯光照明，那么
不仅要考虑地标建筑本身的独特之处，还应
该兼顾周边的环境和建筑，要能融为一体。

荣浩磊则认为，重庆的城市照明还需要
国际化的语言。“这一点可多向一些国际都市
取经”，荣浩磊说，一个城市的照明设计做好
了，能带动多种业态经营。

2019重庆（国际）灯光艺术与城市美学发展论坛举行，专家献策——

让重庆夜景灯饰更耀眼夺目
本报记者 崔曜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以“梦幻江北嘴”为主题的江北嘴灯光秀由重庆大剧院的夜景灯饰与临近九栋楼宇的夜景灯饰进行灯光联动。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月9日，重庆日报
记者获悉，第17届香港国际授权展于当日闭幕。
重庆首次组团参加该展览，梁平竹帘和木版年画、
荣昌夏布和安陶、大足石雕等5个国家和市级非遗
项目惊艳亮相，受到多方青睐。

据了解，作为亚洲最大的授权展览，1月7日开
幕的第17届香港国际授权展吸引了来自14个国
家和地区的400余家企业参展，汇聚逾1000个品
牌及授权项目。本届授权展，荣昌区、大足区和梁
平区积极组织企业，精选出梁平竹帘和木版年画、
荣昌夏布和安陶、大足石雕等5个国家和市级非遗
项目的工艺品赴港参展。

据介绍，重庆各个非遗项目展出的工艺品，吸
引了众多参展商、观众、买家等的目光。9日，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展览展示中心专家张承
军来到重庆展位，拟邀请重庆的参展项目参加明
年在山东举办的202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我也想遴选一些重庆的非遗项目，入驻位于
山东济南的中国非遗博览园，助力非遗‘活化’。”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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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非 遗 受 追 捧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距离2019年春节不
到一个月，许多人已开始打包行囊，憧憬一段完美
假期。1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多家旅游机构获
悉，今年春节预计旅游过年人次将超4亿，出境游
人次将近700万，部分热门线路产品已开始“一票
难求”，不过游客若合理安排行程仍可最高省5成
旅费。

携程发布《2019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
显示，受景区门票降价、高铁线路增多、航线加密、
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增多等因素影响，今年春节旅
游市场供需两旺，预计全国将有超过4亿人次选择
旅游过年（2018 年春节全国共有 3.86 亿人次出
游），其中出境游人次将近700万。

目前，游客预定欧美等长途线路产品已到尾
声，预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产品正处在高峰。从
跟团游、自由行的订单数看，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
西亚、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仍是中国游客青睐的
热门目的地，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迪拜、阿联酋、埃
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热度也有明显上升，其中
部分热门国家的签证申请数量较上个月增长超过
100%。

在国内游方面，“南下避寒、北上赏雪、全家出
游”是市场明显特点，目前报名最热门的城市包括
三亚、北京、广州、厦门、昆明、丽江、哈尔滨、成都、
上海、桂林、西安、珠海、西双版纳、重庆等，不少航
线的预订已显供不应求。

大数据还显示，重庆人预定国内游最火的目的
地有三亚、西双版纳、北京、上海、厦门、昆明、丽江、
广州、桂林等。在出境游方面，泰国、新加坡、日本、
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意大利、印度尼西亚、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最受重庆人欢迎。

游客如何合理规划线路行程才能更省钱呢？
数据显示，提前订、捡尾单、团购、错峰是省钱的关
键词。今年春节有两个价格高峰，即2月3日和2
月6日，游客若错开高峰，选择在1月31日之前或
2月7日之后出发，价格最高可降5成。

此外，旅行社为保证产品售卖，一般会早期低
价抛售一些，临近出发日期再低价抛售余位，游客
可适时关注相关信息，个别线路最高可省上千元。
在目的地选择上，避开高人气旅游目的地也是省钱
的妙招，如春节期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自由行
价格都在万元左右，而济南出发“法国巴黎14日自
由行”价格不足5000元。

途牛旅游大数据也显示，当前，火车票预订量
增长显著，较平时增幅达55%，其中广州南-重庆
西、广州-达州、广州南-贵港等方向的火车票十分
紧俏。机票预定量和价格也在持续走高，部分热门
时段航班已恢复全价。如1月21日至春节前，广
州飞重庆机票均价较平时上涨160%。国内热门
航线包括北京-三亚、深圳-上海、深圳-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重庆等。

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9春节出游趋势报
告》也显示，目前出境长线游产品预订已接近尾声，
出境中短线产品及国内游产品正处在预订高峰，避
寒、玩雪、祈福是春节旅游市场的热门主题。截至
目前，出境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比上涨近3成，价格
同比提升近10%。其中，2月5日、6日、7日3天出
发的产品价格最高，相比2月9日、10日平均高出
25%。

春节预计超4亿人次旅游过年
合理安排行程最高可省5成旅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