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长期护理保险“样本”

据统计显示，重庆是全国人口老
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截至目
前，全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
量比重为15.17%，老龄化趋势日益严
峻，老龄化往往伴随着失能化，让养老
形势不容乐观。

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妥善解
决长期失能人员生活照料问题，国家
确定了重庆等15个城市试点长期护
理保险，即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而丧
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照护
的群体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
险。2018年 12月，巴南区及大渡口
区、垫江县、石柱县被纳入我市长护保
险首批试点区县。

自巴南区长护险项目启动以来，太
保寿险重庆分公司将其作为公司本年
度“一号工程”，成立由党委书记、总经理
马欣任组长的长护险工作领导小组，并
抽调医保、核保、IT、客户服务等骨干员
工组成项目组，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赴
市外学习经办长护保险的经验，针对巴
南参保人群特点研究经办服务解决方
案，致力于培育长期护理保险“巴南样
本”。最终，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以评标
分值第1名的成绩，中标巴南区长护险
经办服务项目第一分包，参保人数约11
万人，是覆盖人数最多的商业保险公司。

为更好地服务参保人群，太保寿
险重庆分公司提出“服务最优质、管理
最专业、群众最满意”的服务标准，在
巴南区专门设立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中
心，开通了经办服务区、接待休息区、
档案室等服务区间，并配齐具有医学、
护理、保险等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为

投保人进行政策普及和咨询服务。
今年5月，巴南区长护保险正式

开始试点，经过前期宣传、保费征缴、
受理申请、上门评估、集中评审及社会
公示等一系列流程，该区首批289名
重度失能人员在全市率先享受长护保
险待遇，其中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为
213名重度失能人员完成长护保险待
遇享受经办服务。

既为失能者济困又为护
理者添技能

“在太保寿险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为我们家庭带来的省心和便利，让家里
每个人都深感欣慰！”日前，巴南区龙洲
湾街道居民杨红，这样算了一笔经济
账：她请两位护工照顾瘫痪在床的双
亲，每月共须支付8000元，家里经济压
力非常大；现在办理长护保险后，两位

老人每月一共可以拿到2000多元的护
理补贴，极大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关系国计
民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新制度，是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国家战略举
措，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是我们责无
旁贷的使命，也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
求。”马欣说。

根据长护保险相关政策，失能人
员可选择专业机构护理，长护保险待
遇支付费用在其应缴纳的护理服务
费中抵扣，也可以选择护理人员提供
居家护理服务，以护理费补助方式受
享长护险待遇。让失能人员得到更
好的照护，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与重
庆市第一福利院、重庆市第二福利
院、重庆中粹养老护理院等机构展开
紧密合作，共同提升护理质量，还先
后组织举办了3期居家护理培训班，

让120名居家护理服务人员受到总计
18项居家护理服务操作方面的专业
培训。

8月23日，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巴
南区政府主要领导率领市、区两级医
保部门相关负责人一行赴太保寿险长
护险巴南服务中心调研长护险经办情
况，对该公司的经办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

精益求精做好长期护理
保险应用推广

虽然在长期护理保险领域积累了
丰富经验，收获了良好口碑，但太保寿
险重庆分公司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成
绩，而是继续深入思考如何精益求精
做好长期护理保险的应用推广。

“比如，目前巴南区还没有失能人
员及家属，选择护理机构进行上门护

理。”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长护险项目
负责人表示，根据他们的实地走访调
研，发现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许多护理机构不太重视这一服务市场。

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根据对巴南
区现有失能人员的分布情况进行梳理
后发现，鱼洞大江组团已具备了护理
机构上门护理的条件——不仅鱼洞大
江组团区域内有太保寿险的协议合作
方中粹康复院，而且该组团的社区居
委会组织架构成熟，失能人员居住较
为集中，便于护工上门护理。

为此，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正计

划在鱼洞大江组团试点专业护理机构
上门护理，为失能群众家庭提供标准
化、精细化的护理服务，并接受护理机
构、商保公司和居委会三方监督。

“如此一来，失能群众可以得到更
好地护理，还能带动社区养护产业发
展。”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表示，通过
不断优化经办方式，进一步完善长护
险经办解决方案，为未来全市长护险
扩面提供“样本”，让长护险在将来惠
及更多失能家庭。

李雨蔓
图片由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提供

“长期护理保险为我们的家庭解决了大问题，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近日，在中国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为母亲办结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手续后，家住巴南区鱼洞街道的居民刘
家利长舒了一口气。

原来，刘家利母亲瘫痪在床多年，哥哥和父亲又于近年相继去世，加上家庭收入微薄无法雇佣护工，刘家利只得辞职在家专门照顾母亲，导致生活更加拮据。
今年5月，作为重庆市首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区县的巴南区正式开始试点该保险后，由于刘家利的母亲长期足额缴纳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经过审核，符合长护险待遇享受资

格，不仅每天可得到一笔护理补助金，刘家利本人通过培训还掌握了更好的护理技能。巴南区长期护理保险项目主经办方——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目前已先后为巴南区内213名失能
人员完成长护保险待遇享受经办服务，并与养老机构共同举办3次培训班，成功培训120名居家护理服务人员，有效推动了巴南区养老事业发展。

长期护理保险为失能群众家庭带来生活新希望
——中国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积极推动长护保险试点

长期护理保险，是指为那些因年
老、疾病或伤残而丧失日常生活自理
能力从而需要长期照护的人提供护
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险。该保险
为那些因年老、疾病或伤残需要长期
照顾的被保险人提供护理服务费用
补偿。由于长期护理服务的使用者

主要是老年人，因此，建立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
被喻为老龄化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
六险”。这种保险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随后，德国、英国、南非
等国家也相继出现了长期护理保险。

金融保险知识普及

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举办居家护理服务人员培训班

太保寿险重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欣探视失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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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保险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22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
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12:00-2019年11月1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
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9032采矿权出让人：重庆

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区
古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何明文，联系
电话：023-85890028。序号GC19033采矿
权出让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
巫溪县春申大道158号，联系人：陈伟，联系
电话：023-51526974。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报名网

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
书，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易系统申请
报名、交纳保证金。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
名称：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代6-1，
联系电话：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
书网址：http://os.ezca.org:8001/easyca/
netpay/，或关注“东方中讯”微信服务号获
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
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应在公告
期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
款人需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
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金
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买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
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
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
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
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
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
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
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方式：
（一）序号GC19032
一次性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自采矿

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付清。
（二）序号GC19033
分两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第一期

自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之日起7个工作日
内缴纳出让收益总额的50%，第二期自采矿
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缴纳出让收
益总额的50%。

五、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

不得参与竞买：
1.在“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严

重违法名单”内；
2.在自然资源部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

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主体限制或禁止申请
采矿权的“黑名单”内；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
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
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
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
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
风险。

（二）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竞买须
知，现场踏勘并详细了解出让范围及周边
土地、山权、林权、道路、地下管线、水电供
给、废渣占地堆放、地表附着物、社群关系
等影响资源开采的外部条件以及资产评
估和其他权益补偿情况。提交竞买申请
即视为竟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公告须知、
采矿权出让合同内容、资产评估及其他权
益补偿额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
险。

（三）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
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
自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四）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
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
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

交处理。
七、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

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出让方提
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议的，应在公示
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提出。根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况，
按照《矿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妥
善处置。

八、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一）序号GC19032
1.本次出让采矿权范围包含已建矿山，

不具备独立开采条件，竞得人必须利用已建
矿山开采系统，包括场地、设备进行生产。

2.根据出让前期报告等资料，矿区范围
保有资源储量23.2万吨，预计总可采资源储
量18.8万吨。

3.竞得人需在签订采矿权成交确认书后
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另行支付原采矿权人
固定资产投入等其他费用511.91万元至出
让方指定账户（收款单位：重庆市綦江区财
政局，开户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綦江支行
营业部，帐号：1101010120010007119），出
让方只开具收款收据。逾期未缴纳相关费
用的，视为竞得人自愿放弃采矿权，不退还
竞买保证金。若原采矿权人竞得，可以不支
付此费用。

4.竞得人须自行或委托编制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并通过审查，同
时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相关规
定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相关义务。

（二）序号GC19033
1.本次出让采矿权为新设采矿权，竞得

后除承担成交价外，还需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19.2万元给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根据出让前期报告，矿区范围保有资
源储量 247.9 万吨，预计总可采资源储量
198.2万吨。

3.竞得人须自行或委托编制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并通过审查，同
时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相关规
定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相关义务。

序号

GC19032

GC19033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綦江区丁山镇
关伏村一社砖
瓦用页岩矿

巫溪县尖山镇
大包村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綦江区丁
山镇关伏

村

巫溪县尖
山镇大包

村

矿种

砖瓦用页
岩

建筑石料
用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
知》

详见《竞买须
知》

资源储量
（万吨）

23.2

247.9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026

0.0268

开采
标高

+861米至+
827米

+1440米
至+1354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2

20

出让年
限(年)

9.4

10

出让收益
起始价
（万元）

31.152

464.98

保证金金
额(万元)

16

123

渝地监告字[2019]28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9:00－2019年10月8日17:00。若有疑
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序号

X192
54

X192
55

X192
56

X192
57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
C分区C133-1/
03、C121-3/03、
C122-1/03、
C130-1/03、
C130-4/03、
C133-3/03、
C135-1/03、
C137-1/03、
C137-4/03、
C131-1/03、

C121-1/03号宗
地

北部新区经开园金
山组团C42-1号

宗地

沙坪坝区双碑组团
B30-3、C6-8、
C7-2号宗地

南岸区白鹤路南侧
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

工业用地

商业

商住

现用途

二类居
住用地

工业用
地

商业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商务
用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150048

4824

2408.81

22594.2

现面积

150285.7
(含237.7平
方米地下
空间使用

权)

4824

2408.81

23064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
筑规模（㎡）

原规模

268476.1

4824

11671.25

97155

现规模

329939.06

12888.77

11671.25

99175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
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268476.1

4824

2630.19

97155

现规模

268476.1

9516.47

2630.19

99175

应补交
地价款
金额

（万元）

242

263

173

307

原土
地使
用权
人

重庆央
鼎置业
有限公
司

中天环
保产业
（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庆市
公共住
房开发
建设投
资有限
公司、
重庆凯
西来实
业有限
公司

重庆三
鼎源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调整依据

根据重庆市规划局两江新区
分局《关于重庆两江新区两
路组团C分区C133-1/03、
C121-3/03 等宗地（C121-
1、C121-3地块）项目连接通
道建设事宜咨询的函》（渝规
两江函〔2019〕128号），土地
使用权人申请整合零星地下
空间使用权面积237.7平方
米。根据已核发的部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
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
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
建筑面积 61000.96 平方米
（车库47578.58平方米、幼儿
园6707.72平方米、设备用房
4195.94 平 方 米 、架 空
2518.72平方米不计征地价
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
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增加
5397.08平方米，新明确不计
容建筑面积2497.61平方米，
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为公共租赁住房项
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
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中
11671.25平方米房屋（计容
商业851.17平方米、计容农
贸市场1779.02平方米、不计
容商业9041.06平方米）分摊
的2408.81平方米土地的取
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
缴地价款。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469.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人
申请将该部分土地以零星用
地整合方式纳入到相邻地块
内一并开发建设，补缴地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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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华庆路8
号

巴南区李家沱榆沙
村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
Q分区Q05-1/02

号宗地

商业、配
套、车库

住宅

商业用
地、商务
用地、二
类居住用
地、娱乐
康体用地

商业、
配套、
车库

住宅

商业用
地、商
务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娱乐康
体用地

4289.14

11764.04

200004

4289.14

11764.04

200004

9273.65

40086.33

974609.25

9273.65

40086.33

1005920.49

3399.75

40086.33

800000

3399.75

40086.33

772710.21

148

593

139

重庆市
九龙坡
区征地
办公
室、重
庆龙九
建设有
限责任
公司

重庆玉
宇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重庆万
达广场
置业有
限公司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土地使
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商业、
配 套 及 车 库 的 建 筑 面 积
9273.65 平方米（计容商业
3084.71 平方米，计容配套
315.04平方米；不计容车库
4998.6平方米、不计容配套
875.3平方米）分摊的土地约
4289.14平方米的取得方式
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
款。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房项目，
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
用 权 人 申 请 将 该 项 目 中
40086.33平方米的房屋（计
容住宅）分摊的11764.04平
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
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
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
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
新明确不计容规模56233.06
平方米（其中车库53185.97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
剩余地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