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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8 月 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为解决贫困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
突出问题，我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新增8个，目前，大病救治病
种达30个。患有这些疾病的贫困患
者，住院自付费用将不会高于10%。

兰瑞友是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的受益者。去年底，家住江津区油
溪镇石羊村的他因糖尿病恶化转为尿毒
症，被送到江津区中心医院进行救治。

作为建卡贫困户，兰瑞友所患的尿
毒症以及白内障都属于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救治病种，通过综合运用大病医

疗、医疗救助、扶贫济困医疗基金等政
策，其住院自付费用不高于10%。

“多亏了大病救治政策，现在我还
能下地走几步了。”兰瑞友说，他一周需
要透析两次，一个月费用约为7000多
元，报销后，他只用付1000余元。

据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负责

人介绍，今年，我市扩大了农村贫困人
口大病救治病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气
肿、风湿性心脏病、脑卒中、肝硬化、甲
状腺癌、鼻咽癌、卵巢癌和艾滋病机会
感染等8个病种，使大病救治病种达到
30种。为此，我市还组织市级专家制
定了新增救治病种的临床路径、诊疗方

案和相关质控指标。截至2019年6月
30日，全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救治累
计37308人，救治率99.8%，大病自付
比例为8.76%。

同时，通过先诊疗后付费制度，我
市农村贫困患者可以先住院诊疗，出院
时再结算。

重庆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新增8个病种
患有这些疾病的贫困患者，住院自付费用将不会高于10%

本报讯 （记者 吴刚）市市场监管
局8月19日发布消息：自2019年8月20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内外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全面推行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登记，企业登记机关不再发放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此举是我
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
一项举措，不仅赋予了企业更大的自主
权，还减少了企业登记环节，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

据了解，涉及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的企业名称，申请人可以向企业登记
机关申请企业名称预先登记，经企业登
记机关确认予以保留的，向申请人发放

《名称预先登记告知书》，在申请人办理
企业登记时直接予以登记。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随意取
名。企业取名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对自主申报企业名称的真实性、合
法性负责，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自主申
报的企业名称应当符合相关企业名称
登记管理规定；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不

得与同一登记机关已登记或在保留期
内的同行业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有
投资关系的除外。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士提醒，登记
机关对自主申报成功的名称保留30
日，保留期届满未办理企业登记的，申
请人可以在届满前申请延期一次，期限
为30日；对自主申报成功的企业名称，

申请人可以在保留期内，未向企业登记
机关提出企业登记申请前，自行通过系
统撤回名称；对自主申报成功的企业名
称，申请人可以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
统提交拟登记的企业名称；同一出资人
在保留期内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不得
超过3个，企业名称在保留期内，不得
用于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转让。

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即日起重庆实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19
日，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调
度控制中心获悉，由于连晴高温天
气，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至19
日已高达2065万千瓦，创下历史新
高。

据了解，重庆电网目前最大
供电能力为2115万千瓦左右，近
期全网电力供应基本能够得到保
障。同时，全市各地供电单位正
积极迎战“秋老虎”，完善技术措
施，优化运行方式，全力保障电网
稳定运行和企业生产、市民降温
用电。

目前，市电力公司正采取增购
电措施，强化设备运维和故障抢修
处理，同时做好应急响应，开展优质
服务工作。该公司已安排113支国
家电网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4143
名人员、812台应急抢修车，24小时
待命抢修；公司干部员工在各自岗
位上严阵以待，加强度夏值班，开展
重要线路和设备的特殊巡视，全力
保障市民用电。

同时，市电力公司也呼吁广大
市民，在高温大负荷期间注意节电
节能，减轻电网压力，支持全市电力
实现有序供应。

本报讯 （记者 张莎）8 月 19
日，大渡口区各社区开展“文明新生活”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志愿者设计了
不少有趣的活动，将垃圾分类玩出了新
花样，也吸引了更多居民参与。

在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由大渡口
区民建、跃进村街道、梅明社工联合开
展的垃圾分类趣味寻宝活动吸引了上
百人参与。退休职工、清洁工、社区联
建单位干部职工、青少年分为4支队
伍，到9个宝藏地点“寻宝”，“宝物”为
印有不同种类垃圾的卡片。参赛者可
将获得的“宝物”分类投放至相应垃圾
回收桶中，分类正确积1分，积分最高
的队伍获胜。

“哇，鲜花虽然不是厨房产生的垃
圾，但是可以做肥料，属于厨余垃圾。”
6岁的陈泽亿边玩边学，记住了不少垃
圾分类小知识。

春晖路街道锦城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则开展了“扣好人生第一颗纽
扣、青少年垃圾分类”暑期活动，让孩子
们在愉快的活动过程中建立起“垃圾分
类”的意识，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影响
每个家庭参与垃圾分类。

烟头是其他垃圾、过期药品是有害
垃圾、酒瓶是可回收垃圾……志愿者讲
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后，设计了“垃圾
分一分”快问快答环节，通过几轮激烈
角逐，选出了3名环保小卫士。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为筑牢口岸检疫防线，
8月19日，海关总署联合重庆市政府
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开展口岸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旨在通过大练兵、大比
武，强化责任担当，总结成效经验，实
现检验预案、磨合机制、提升能力、练
兵备战的目标。

演练模拟情景为我国驻某国企业
暴发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庆海关
接报后，快速反应、沉着应对、科学处
置，圆满完成了医疗包机入境卫生检
疫工作，保障了同胞的生命健康安全。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演练，
重庆海关还邀请了卫生健康、边防、民
政、机场集团、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等联防联控部门共同参演，参演人员
达70余人。外交部、商务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移民
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以及世界卫
生组织、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代表应邀出席，全国各直属海关卫生
检疫负责人和重庆市有关联防联控单
位、医疗机构、医学院校、有关企业代
表共计200余人观摩演练。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际文表示，本
次实战演练，是对口岸应对重大疫情
能力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
检验和提升。

筑牢口岸检疫防线

海关总署在重庆开展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重庆电网负荷
创历史新高

迎战“秋老虎”
全力保供电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 月 19
日，由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市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承办的2019“学子渝见习月”
全国部分高校毕业生赴渝见习结业典
礼在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举
行。据了解，本次活动共邀请了112名
国内重点高校学生来渝见习体验，其中
62名学生与市内8家单位成功签订就
业意向协议。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我市今年继
“博士渝行周”“国(境)外优秀青年人
才重庆体验月”“海外优秀人才及项
目对接会”之后的第四场“请进来”活
动。

活动邀请了来自38所全国重点高
校共112名学子到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三峡银
行、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科技

馆等11家重庆知名企事业单位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见习交流活动。

“通过一个月的见习交流，我深入
了解了重庆的城市风貌、经济发展等情
况，所以决定留在重庆工作。”签约重庆
三峡银行的李凤鸣表示，他很适应这份
工作，对今后在重庆的工作生活充满期
待。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公司人力资源
部副总经理王武生认为，“学子渝见习
月”活动作为重庆市在全国高校对外宣
传的窗口、重庆各企业宣传雇主品牌的
有力平台，为各高校学子提供开拓眼
界、体验重庆的契机。

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宋成表
示，下一步，重庆将继续组织全方位、多
层次的引才活动，努力打造“近悦远来”
的人才生态，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建
功巴渝，圆梦重庆。

2019“学子渝见习月”圆满结束

60 余名国内重点高校学生
与我市8家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 月 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我市新出台困难失业人员一次性临
时生活补助政策，标准为我市月失业保
险金标准的2倍，最高可补助3240元。

补助对象及条件有哪些？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项政策的补助对象为我市户籍登记失
业的“4555”人员（女性满45周岁、男性
满55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城镇零就业
家庭人员，残疾人员和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人员。

符合以下条件就可申请一次性临
时生活补助：2019年登记失业3个月以
上（含3个月），截至申请一次性临时生
活补助时仍未就业且在法定退休年龄

内；2019年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且未享受失业保险待遇；2019年
以来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补助标准是多少？

该负责人介绍，一次性临时生活补
助的标准为全市月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2倍，且每人只能享受一次。

2019年我市失业保险金标准为全
市最低工资最高档标准的80%，即：

1800×80%=1440元/月，一次性临时
生活补助的标准为2880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 1月 1日
到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我市参
保，且户籍地在深度贫困县（城口县、
巫溪县、酉阳县、彭水县）的失业保险
领金人员，失业保险金标准上调至全
市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的90%，即：
1800×90%=1620元/月，一次性临时
生活补助的标准为3240元。

如何办理？

“符合条件的市民持《困难失业人
员一次性临时生活补助申请表》、本人
居民身份证原件、本人社会保障卡或银
行卡原件向全市任一街道（乡镇）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工作机构申领。”该负责
人提醒说，该政策执行时间为2019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具体以困难失业
人员申请时间为准。

困难失业人员一次性临时生活补助政策出台

最 高 可 补 助 3240 元

8月7日，踩着雨痕落叶，重庆日报
记者走进了位于北碚嘉陵江东岸的“张
飞古道”。弯曲的石板路在崖壁间若
隐若现，从大沱口沿江而上至白羊背终
点，长约3.3公里。

张飞古道属于嘉陵江温塘峡的一
部分，与北温泉隔江相望，其名源起虽
无确凿考证，但《北碚志》有记：传说三
国时张飞北上阆中，在峡东岸凿一便
道，穿峡而过，后人称为张飞道。

北碚东阳街道的文化工作者刘琦
介绍，张飞古道原来起点为北碚水土
镇，沿江岸至上游的白羊背，最后到合
川盐井镇，曾是重庆主城到合川的必经
之路，还因嘉陵煤矿、码头等繁荣一
时。之后随着居民的迁离，张飞古道沿
线如今基本恢复了原生态的面貌。森
林、峡谷、飞瀑、流泉等自然景观，加上
遗存的生活痕迹，使其充满了独特的神
秘气质。出现在“双晒”镜头里后，张飞

古道很快就引起了市民的注意。今年
4月以来，随着“晒文化晒风景”活动火
热进行，张飞古道声名鹊起，从一条隐
藏于丛林峡谷间少有人涉足的小径，成
为热门景点，迎来一波又一波的观光
者。

古道入口处，渝北市民张先生带着
家人准备开始徒步。“晒文化、晒风景，
晒出了藏在嘉陵江边的宝贝。”张先生
说，自己从小生活在重庆主城，看了北
碚“双晒”宣传后，才晓得了张飞古道，
便趁休假过来“探探路”。沿着古木掩
映的小径向前，里侧崖壁上山涧溪流、
怪石嶙峋，外边则是涛涛江水，半途还
有一处温泉，丰富多样的景致让张先生
大为赞叹。

“野趣，是这里最大的特色，再经过
广泛传播，一下火了起来。”刘琦说，过
去只有少量本地人和徒步爱好者前来，
而现在，进出古道游玩、徒步、泡温泉的
游客日均超过100人。为此，社区增设
了垃圾桶、标示牌，并开辟了停车场。

北碚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与
古道隔江相望的金刚碑古村落，目前正
在紧张修缮，将打造集保护和文化复
兴、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金刚碑历史文化
街区。作为金刚碑温塘聚落的一部分，
该区将推动张飞古道与金刚碑联动发
展，加快周边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

北碚“张飞古道”热闹起来
本报记者 王亚同

▶8月19日，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举行的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
练现场，演习人员正在进行医疗包机入
境后续处置。 记者 张锦辉 摄

大渡口开展“文明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

志愿者将垃圾分类玩出新花样

“双晒”之后看文旅

夜游
▲8月18日，大剧院轻轨站旁，不少市

民及游客在此拍摄洪崖洞欣赏重庆夜景。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戏水
◀8 月 19 日，江北石子山体育公园游

泳馆，小孩正在游泳馆里玩耍。连日高温，
不少市民带着小孩在游泳馆里学习游泳。

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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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杨倩 机构编码：000018500100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经玮大道333号1、2幢裙楼3-12、3-13、3-14、3-15、5-12、5-

13、5-14、5-15、6-9、6-10、6-11、6-12、18-1、18-2、18-3、18-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经玮大道333号1、2幢裙楼3-12、3-13、3-14、3-15、4-12、4-

13、4-14、4-15、5-12、5-13、5-14、5-15、6-9、6-10、6-11、6-12、18-1、
18-2、18-3、18-4号，2幢21-1、21-2、21-3、21-4号

成立时期：2006年7月18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63893554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

“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
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
咨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8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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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