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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
保障，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涪陵区医疗保障
局探索建立“六大机制、五本台
账”，全范围覆盖宣传医保政策，
有效阻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渠
道，扎扎实实推进医保扶贫，切实
提高贫困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提
升了涪陵区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
感和满意度。

涪陵区医疗保障局 确保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六大机制五本台账织牢基本医疗保障网

创建六大机制，参保不落一人

如何确保全区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一人
不漏、应保尽保？为实现这个目标，涪陵区医疗
保障局凝聚集体智慧，创建“分片包干督导指
导、市内参保精准核查、市内未参保原因摸排、
断保高频人群追踪、新增贫困人口对比、贫困人
口就医核实”等医保扶贫六大工作机制，为落实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工作提供了科学规范的
指导方法。

“六大机制”是全体联动、互相配合的工作
方法。涪陵区医疗保障局落实班子成员、科室
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组建5个督导组对全区25
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乡镇街道分片包干，重点
督促贫困人口的参保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参保
工作落实到户、精准到人。此外，涪陵区医疗保
障局加强与扶贫部门、各乡镇街道组织的协作，
建立市内参保精准核查机制、市内未保原因摸
排机制和新增贫困人口对比机制，切实摸清贫
困人口的动态参保情况，精准掌握市内未参保
贫困人口的未参保原因，并以传真件、微信照片
等有效方式完整收集贫困人口未在市内参保原
因的佐证材料。

涪陵区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展示了分类装
订、整齐规范的市内未参保原因佐证材料。为
了获得这些材料，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联系贫
困人群，反复叮嘱所需材料类别及相关要求，然
后装订成册备查。目前为止，涪陵区医疗保障
局共收集到市外参保依据及不属市内应参保人
群相关佐证材料共计551人份。

不止如此。涪陵区医疗保障局重点关注容
易发生停保断保的职工医保以及大学生医保人
群，建立了断保高频人群追踪机制，每月定期对
辖区内参加职工医保的贫困人口进行一次追踪
核查，并在8月之后对大学生进行追踪核查，随
时掌握其参保状态的变化情况。只要发现停保
断保的情况，立即联合各乡镇街道督促贫困人
口及时续保。如果参保者遇到经济困难，则启
动相应的帮扶政策，竭尽全力地落实贫困人口
的基本医疗保障。今年以来，全区清理、追踪发
现贫困人口中途停保断保或新增贫困户漏保人
员共计1046人，涪陵区医疗保障局均已全部发
动参保，资助中途参保费用共计5.43万元。

“贫困人口就医核实机制”是涪陵区医疗保
障局为实现“不漏一人”而精心筑就的最后一道
屏障。贫困人口就医，医疗机构必须在第一时

间对其参保状态进行核实。发现未参保的，及
时向涪陵区医疗保障局报告登记备案，医疗保
障局及时落实乡镇街道责任督促贫困人口参
保，严格按照“即保即享受”政策落实贫困人口
医疗保险及医疗救助各项待遇。

建立五本台账，助力动态清零

为促进“六大机制”有力实施，涪陵区医疗
保障局在区、乡、村三级建成了信息统一的“市
内已参保、市内未参保、市内职工医保、市内大
学生医保、贫困人口增减”五本台账，不断加强
贫困人口参保数据清理核对，保证未参保贫困
人口“零遗漏”，不断提升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工
作的针对性和方向性。

为精准建立“市内已参保、市内未参保”两
本台账，涪陵区医疗保障局从扶贫部门获取贫
困信息名册，然后将该名册分解下放各乡镇街
道，再由各乡镇街道落实专人，在重庆市金保网
中对本辖区所有贫困人口参加重庆市居民医
保、大学生医保、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务
工单位参保等情况逐一进行核查，登记造册，建

立起精准的贫困人口市内已参保台账，同时梳
理建成市内未参保人员名册，确保贫困人口在
市内参保状态情况清、底细明。根据摸排清查，
全区共54112名建卡贫困人员，其中有53440
人参加了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1人享受1—6
级残军公费医疗，548人在市外参保，其余2人
因特殊原因不属市内应参保人群范围。

“市内职工医保、市内大学生医保、贫困人
口增减”三本台账则靶向重点贫困人群的医保
变化，以及贫困人口的增减浮动信息，为落实贫
困人口的医疗保障工作提供了“实时指南”。“通
过‘六大机制，五本台账’，我们可以整体掌握贫
困人口参保情况以及动态变化，统筹安排工作
流程。”涪陵区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表示，有“六
大机制、五本台账”为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工作指
引方向，才能真正实现不漏一人、应保尽保，全
面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传递医保关怀，护航群众健康

今年5月14日，涪陵区医疗保障局在增福
乡开展主题为“医保政策送下乡，看病报账有保

障”的政策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办公台、
健康检查点和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详
细讲解医保扶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知识。

这只是涪陵区医疗保障局宣传医保政策、
提高贫困群众对医保政策知晓率的一个细小缩
影。近年来，涪陵区医疗保障局摸索出一系列
群众接受度高、行之有效的“三维一体”宣传方
法。“三维”即利用线下宣传、传统媒体、新媒体
等手段，让医保政策深入人心，包括印发10万份
宣传单、6000张宣传海报，进行入户宣传；利用
涪陵广播电台、定点医药机构LED屏、公交车广
告屏等载体，持续滚动播放宣传；利用网络媒体
等手段，以新闻报道方式进行不间断宣传，使游
离医疗保障体系外的贫困人口知道医保、了解
医保、主动参保。“一体”即涪陵区医疗保障局主
动强化责任担当，积极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对
各机关事业单位、各企业进行医保政策宣传，并
督促落实各乡镇街道、村居委召开院坝会，加强
参保筹资政策宣传。

涪陵区医疗保障局探索建立“六大机制、五
本台账”，多措并举推进医保扶贫政策宣传工
作，让贫困群众感受到医保关怀，真正解决了贫
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问题，可谓成效斐
然。

据了解，涪陵区医疗保障局加强对各级定
点医疗机构实施监管，督促各级定点医疗机构
进一步规范医保服务行为，严格执行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城乡医疗救助、先诊疗后付费
等医疗保障各项政策，及时兑现贫困人口各项
医疗保障待遇，加大力度打击各类欺诈骗保行
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有效减轻贫困人口的医
疗费用负担，切实为贫困群众筑牢医疗保障“健
康防线”。今年以来，涪陵区贫困人口就医后共
计获得医保基金报销2838.54万元、大病保险报
销320.09万元、重大疾病医疗救助617.42万元。

针对近几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督查检查、
扶贫专项审计等指出医保扶贫存在的问题，涪
陵区医疗保障局以问题为导向，着力加强整改，
并严格按照规定流程全部完成了问题销号。未
来，涪陵区医疗保障局将与时俱进，以人民群众
的利益为导向，继续创建符合人民群众健康需
求的医疗保障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医疗保障惠
及民生，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水
平不懈努力。

何月梅 图片由涪陵区医疗保障局提供

向居民耐心讲解医保政策 深入医疗机构督查医保工作

深入贫困户家中详细了解生活情况

在医疗机构查看贫困户住院情况

咨询电话：023-86002777 项目地址：重庆大滨路(马桑溪古镇旁)

琅樾江山实景图

滨江板块重要出行通道马桑溪大桥

琅樾江山抢占大渡口高质量发展先机

近年来，大渡口区加快
转型发展，经济社会持续发
生可喜变化，一座宜居宜业
宜游的新城正在崛起。

琅樾江山乘着大渡口发
展的东风，以纯改善品质滨
江大盘致敬城市美好生活，
为大渡口构筑更加美好的生
活蓝图。

雄踞大滨路“黄金一公里”

2020年对于大渡口而言，可谓
是一路惊喜，乘风破浪。

大渡口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及主城都市区发展、长江文
化艺术湾区等重大机遇，科学布局，
精准发展，正逐渐完成从“钢城”到宜
居宜业之地的华丽转型。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规划已经
逐步变为现实。6月29日，大渡口区
举行2020年二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19个，总投
资57亿元，区域发展已经驶入快车
道。

今年1月发布的《大渡口区政府
工作报告》显示，2020年，大渡口区
将以滨江、九宫庙商圈、伏牛溪、建桥
园区四大重点板块为主战场，加快推

动“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
城”建设。

作为大渡口区“四大重点板块”
之一的滨江板块，钓鱼嘴滨江湾区涵
盖了老重钢、钓鱼嘴、环金鳌山等片
区，是大渡口生态资源最富集的区
域，拥有一条长约21公里的江岸线，
沿着这条江岸线，城市未来的人居精
粹将皆汇于此，大渡口“滨江时代”随
之来临。

其中，大滨路作为滨江板块出行
的交通大动脉，依城傍江，宛如一条
装扮滨江板块的柔美丝带。根据大
渡口区相关规划，大滨路规划21.23
公里，分为三期建设。其中，一期连
接建桥A区与鱼洞长江大桥，三期起
于小南海鲤鱼湾，止于蓼叶沟，目前
均已全线贯通并投入使用；未投用的
大滨路滨江路二期，已在今年4月开
工建设，以隧道形式下穿九龙半岛，
终点接入九龙坡区九滨路。

2019年首届重庆国际青年跑步
节在大滨路开跑；紧靠大滨路的义渡
古镇常常游人如织……如今的大滨
路及其沿线，既有看头又有耍事。

可以说，作为大渡口区重要交通
节点工程，大滨路的部分建设投用，
不仅方便群众便捷出行，同时在助力
文化休闲旅游等支柱产业培育、滨江
湾区等重点板块打造等方面也扮演
了重要角色。

此外，琅樾江山所在的大滨路龙

头之地，伴随着万达广场、建桥工业
园、马桑溪古镇等成熟资源及配套的
加持，已经成长为区域先熟的“滨江
黄金一公里”，引领板块乘风先行。

滨江品质大盘抢占区域先机

伴随着大渡口迎来的新一轮发
展契机，嗅觉敏锐的房企也正在积极
布局，汇聚了新城、金科、中骏、中铁
建、佳兆业、融创、万达等诸多品牌房
企入驻。

在大渡口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与
之对应的是城市核心区域地块的稀
缺性。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大渡
口共拍出3块优质地块，其中上半年
最后一拍落到了重钢板块。

南北滨江路资源日益稀缺，城市
的发展向着资源更丰富的大滨路顺
势而来。当前的大滨路板块开发空
间相对较大，巨大的潜力和稀缺滨江
资源为大渡口提供了蓬勃的生命张
力。

巧合的是，上半年供应的3个优
质地块就集中分布在大滨路沿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多家房企抢滩入
驻大渡口滨江热土，大渡口的价值再
次得到印证，区域迎来高效开发时
代。

新地块建设需要一定开发期，而
早在2018年，新城、中骏、金科就将
目光锁定生态宜居、配套先熟的大渡
口大滨路板块，抢先把品质作品琅樾
江山落子于此。

可以说，作为大滨路第一个全业
态滨江改善大盘，琅樾江山抢滩区域
发展先机，以人居标杆作品在群雄逐
鹿中率先脱颖而出。

高质量全系产品收官在即

既有滨江资源又有产业人流，位
置优越的琅樾江山，毗邻马桑溪古
镇，承脉百年人文底蕴；距离约13万
平方米城市级购物中心万达广场仅
约1公里，自带约4万平方米滨江商
业，优享便利商业配套；项目距离轻
轨2号线建桥站仅约1.3公里，距离
内环入口约1公里，周边坐拥多条公
交线路，拥有五纵五横多维交通路

网，日常出行便捷。此外，琅樾江山
毗邻义渡、思源、崖线（在建）三大公
园，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山水、人文、商
业、交通等多重资源优势的宜居大
盘。

好的产品，市场数据会说话。据

铭腾数据显示，2019年琅樾江山完
成了单盘破20亿元的优越成绩，成
为100万元以上高层、150万元以上
洋房区域成交套数与金额“双冠王”，
成为区域改善型项目标杆。

据了解，琅樾江山是集揽园平
层、跃式洋楼、江岸洋房、滨江商业等
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项目，近享

“两江四岸”资源利好，以匠心品质雕
琢一线观江美宅。

琅樾江山的洋房产品在设计上，
采用退露错的打造方式，遵循经典洋
房设计理念，将洋房的低密、亲地、私
属景观等属性进行了延伸，层层退台
设计，户户尽享阳光美景，赋予居者
更舒适的居住感受；高层低密产品，
层高16-20层，拥有低总价高品质的
特点，乐享品质大盘舒适生活；小高
层产品为全跃层设计，上下双层空间
动静分区的布局拥有较强的私密性，

“N+1”灵动空间创变更多可能，较大
赠送空间赋予更多想象。

今年以来，随着“两江四岸”整体
提升工作推进，琅樾江山所在的滨江
地带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站在
城市级红利及区域红利的叠加效应
下，琅樾江山2020年的住宅产品全
线收官在即，仅剩少量产品在售。

方媛
图片由琅樾江山提供

据了解，琅樾江山近期将全新推出滨江商业产品，包含临江风情
铺、邻里生活铺、临街鎏金铺、轻奢乐活铺四大商业形态，约30-130平
方米全面积段灵活户型，囊括衣食住行购全业态，合理沿归家动线布
局，聚集目标消费人潮，满足不同消费需求。

项目将滨江风情与社区商业相结合，依托“左万达、右古镇”的区位
优势及建桥园区的人流优势，串联大滨路商业廊道，塑造备具活力的社
区商业中心，带动滨江区域商业发展。

从滨江核心到产品塑造，琅樾江山为大渡口带来的不仅是人居形
态上的升级，更是将更好的生活理念基因注入这片土壤，诠释人居标杆
的领航力量。

动态》》

全新滨江商业即将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