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参保

养老保险2020年度
月缴费基数：
上限为17455元
下限为3491元

我市2020年度养老保险等三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核定（不含补缴历年
社会保险费）使用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9819元/年（5819元/月）

城镇企业职工参保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2020年度月缴
费基数：
上限为17455元
下限按2019年度月缴费基
数下限执行，为3282元

个人身份参保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2020年度月缴费
基数：
上限为17455元
下限按2019年度月缴费基
数下限执行，为3282元

三种参保情况缴费基数上下限

本报讯（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杰）
11月25日，重庆2020年度养老保险等三
险缴费基数出炉。据了解，我市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
保职工 2020 年度月缴费基数上限为
17455元，下限按2019年度月缴费基数下
限执行，为3282元（不同情况缴费基数上
下限见图表）。

对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缴
基数的问题，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符合渝人社发〔2013〕66 号、渝人社发
〔2013〕151号、渝人社发〔2013〕191号等
相关文件规定，需在2020年内补缴1993
年3月至2019年12月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费的，仍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补
缴办法及标准计算。

其中，在计算应补缴历年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时，适用的上年度全市

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继续使用
2017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73272元（6106元/月）。

对以用人单位职工身份补缴2019年
4月30日及其以前年度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的，其补缴期间单位缴费
比例统一为20%；2019年5月1日以后的
按照16%执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仍使
用补缴年度对应的全市城镇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个人缴费比例。对以个人身份补
缴2019年及其以前年度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的，各年度缴费比例均为
20%。

重庆2020年度养老保险等三险缴费基数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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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以上老人
占比14.96%

全市常住人口 3124.32 万
人，同比增加22.53万人。65岁以

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4.96%。

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77.85
岁，较2010年增长2.15岁。

流行性感冒居传染病
发病率首位

2019年重庆市报告发病居前十位的
传染病依次为：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其
它感染性腹泻病、肺结核、梅毒、乙肝、流行
性腮腺炎、风疹、丙肝和艾滋病

发病率前十位的
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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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重庆人容易得什么病？人均期望寿命
是多少？11月25日，市卫生健康委公布了
《重庆市2019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作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三大核心指标之一，2019年重庆市人均期
望寿命为77.85岁。

二孩增速有所放缓

《报告》显示，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为3124.32万人，同比增加22.53万人。其
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4.96%。

据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77.85岁，较
2010年增长2.15岁。从出生人口看，2019
年重庆市户籍出生31.16万人，较上年增加
0.83万人，同比增加2.74%。其中一孩占比
52.67%，同比增加4.31个百分点；二孩占比
40.41%，同比下降4.08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重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
二孩出生率在2016年得到明显增加，2017
年以来增速有所放缓。专家分析，养育成本
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是
很多家庭不得不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他
们在生育问题上也更谨慎。

流行性感冒成发病率
最高传染病

《报告》显示，2019年重庆市报告发病
居前十位的传染病依次为：流行性感冒、手
足口病、其它感染性腹泻病、肺结核、梅
毒、乙肝、流行性腮腺炎、风疹、丙肝和艾
滋病。

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在心脑血管疾病
中，脑卒中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呈快速上升
趋势。2019年重庆市脑卒中报告粗发病率
为476.98/10万，其中男性530.69/10万，女
性 422.40/10 万；心肌梗死的死亡率为
38.19/10万，男性略高于女性。

恶性肿瘤方面，2019年全市报告肿瘤
新发病例89276例，报告发病率289.40/10
万；其中，男性发病率344.92/10万，女性
243.09/10万。

2019年全市肿瘤发病前10位依次是：
肺癌、结直肠肛门癌、肝癌、食管癌、乳腺癌、
胃癌、甲状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淋巴
瘤。从区域上看，重庆城市地区累计报告
25370例，报告发病率为299.73/10万；农
村地区累计报告63906例，报告发病率为
285.49/10万。从数据上看，从2016年起，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地区，发病率基本平稳，
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

慢性病是我市居民第一死因

《报告》显示，2019年重庆市居民死亡
率为773.96/10万，位居第一的死因是慢性

病，占90.74%；其次是伤害，占6.07%；第三
是感染性、母婴和营养缺乏病占3.19%。

从死因顺位看，2019年重庆市居民前
10位的死因依次是：脑卒中、慢阻肺、冠心
病、肺癌、心肌梗死、肝癌、高血压性心脏病
或肾脏病、食管癌、糖尿病、跌倒。

此外，2019年，我市对101036名调查
对象进行了调查，平均年龄56.58±10.17
岁。其中男性37387人，女性63649人。查
得高血压患病率 40.80%，标化后患病率
33.91%；糖尿病患病率17.16%，标化患病
率14.35%；血脂异常患病率31.48%，标化
患病率30.81%。人群超重率51.06%，肥胖
率12.60%。

“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市高
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肥胖的患病率，值
得市民注意。”专家分析道。

551.8万人次扶贫对象
享受医保和医疗救助

数据显示，2019年，全市城乡医保参
保率继续稳定在95%以上，共有551.8万
人次扶贫对象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和医疗
救助待遇，政策范围内报销 22.1 亿元。
2019 年，我市将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统一提高至60%，有效减轻大病患者医疗

费用负担。
在医保扶贫方面，2019年重庆市参加

城乡医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67万人，享受
资助近166万人次，金额2.3亿元。

在异地就医结算方面，2019年重庆市
新增572家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范围，达745家。重庆参保人到外省
市就医备案累计14.77万人，外省市参保人
到重庆就医备案累计23.20万人。重庆市
参保人在市外就医直接结算13.85万人次，
基金支付13.62亿元；市外参保人到重庆市
就医直接结算 14.89 万人次，基金支付
16.06亿元。

预防接种门诊实现
接种个案信息联网

过去一年，全市所有区县预防接种门诊
全部实现预防接种个案信息联网，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建档率达82.91%。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2019年重
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经费为69
元，服务内容31项。其中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 建 档 率 82.91% ，健 康 档 案 使 用 率
57.17%。

2019年，全市39个区县预防接种门诊
全部实现预防接种个案信息联网，这就意味

着只要输入孩子的姓名、年龄等信息，接种
信息就会一目了然。

此外，我市正推进数字化预防接种门
诊建设。全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由
2018年的149个增加到2019年的352个，
占全部儿童预防接种门诊的30.4%，进一
步提升预防接种服务流程、环境、质量和
效率。

初中学生吸烟率明显下降

去年，我市组织开展了第二轮青少年烟
草流行监测，共对渝中、九龙坡、渝北、江津、
永川、璧山、潼南、垫江、云阳、石柱等10个
监测点、60所学校（含初中和高中，其中高
中包含普高和职高）、180个班级、9786名
学生进行抽样监测。

结果显示，初中学生现在吸烟率为
2.3%，尝试吸烟率为10.8%。初中男生尝试
吸烟率明显高于女生，而现在吸烟率未见明
显差别。

与2014年相比，初中学生现在吸烟率
和尝试吸烟率均明显下降。其中，初中男生
的现在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为 3.2%、
15.1%，较2014年的13.5%、36%明显下降，
初中女生的尝试吸烟率为6%，较2014年的
11%明显下降。

我市发布2019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

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77.85岁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从2008年开始，巫溪经过12年努力，终于获此殊荣。”近
日，中央文明办公布了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巫溪县荣获全
国县级文明城市称号，巫溪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激动地对重庆
日报记者说。

2008年，巫溪县正式启动重庆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从治
理北门沟“脏乱差”开始，到狠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提升城
市品位、培育创建品牌……12年里，巫溪不断努力，终有所成。

“我们通过开展‘厚德巫溪 致敬文明’主题实践活动，以提
升公民道德素质和倡导社会文明风尚为根本，不断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涵养城市气质。”该负责人表示，在创建文明城市
时，巫溪非常注重市民文化文明素质的培养。

巫溪组织开展了“十文明、十准则”大宣讲、“你文明、我送
衫”等主题宣传活动，将全县划分成118个网格，落实每一个网
格的责任单位，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持续劝导。并通过“我们的节
日”“乡村春晚”等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引导全县群众积
极参与到文明城市建设中。

“同时，我们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我们积极开展
各类榜样模范评选活动。”该负责人介绍，为了用“最美”人物树
立精神标杆，巫溪开展了“感动巫溪十大人物”、每月“好人榜”、
行业“最美人物”等一系列评选，让这些先进模范形成持续影响
力。

文明城市的建设也离不开志愿者们的努力。巫溪县打造了
“志愿云”平台广招志愿者，注册志愿者达到10万人，各类志愿
服务组织1000多支，并通过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开展“爱心进农
家”“邻里守望”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倡导文明礼貌、传递文明
新风。

“创建文明城市，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称号，而是要从创建中
让城市更加整洁优美，让居民生活更加美好。”该负责人说，荣获
文明城市称号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未来他们将继续努力，
用榜样的力量浸润民风，用群众的方法治理社区，将文明城市的
精神风貌持续传承下去。

从治理“脏乱差”到提升城市品位

12年锲而不舍打造文明巫溪

□本报记者 左黎韵

今年，依托“琪金生猪产业扶贫计划”，酉阳、彭水等地的贫
困乡镇与重庆琪金食品集团建立起产销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年
内养殖出栏生猪3万余头，带动2000余户贫困户年平均增收
3000余元。近日，获得首届“重庆市杰出英才奖”的重庆琪金食
品集团董事长林其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荣誉是一种鞭策，我
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产业兴、百姓富的
乡村振兴梦想贡献自己的力量。”林其鑫感慨道。

今年42岁的林其鑫是永川区何埂镇联盟村土生土长的农
民，初中毕业后便随父亲到重庆主城卖猪肉。在行业中摸爬滚
打多年，他发现不少大山深处的土猪养殖户，因缺少市场信息，
常常陷入优质土猪“价低卖难”的困境。于是，2008年，林其鑫
创建了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琪金土猪肉”品牌，旨在
通过产销对接发展土猪产业。

公司与养殖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等方法确保产销双赢。短
短几年时间，就带动永川及其周边地区数千户土猪养殖户实现
增收。与此同时，“琪金土猪肉”品牌溢价也节节攀升，企业年产
值超过20亿元。

2018年，琪金集团与荣昌区政府签订了“琪金·荣昌猪”战
略合作协议，致力于荣昌猪种保种选育及开发利用，共同推进
荣昌区“本地猪种国际化、国外猪种本地化”发展。截至目前，
琪金集团已保有荣昌种猪1600头，种公猪125头，涉及15个
血缘。

“再过几个月，我们投资新建的西南地区唯一的高标准、智
能化荣昌猪资源保护场也即将投产，可实现年产仔猪13000
头，年提供优质荣昌种母猪4800头。”林其鑫说，公司还拟定了
年出栏15万头仔猪和10万头商品猪的荣昌猪智能化生态养殖
基地、荣昌猪生态体验中心、琪金·荣昌猪食品科技产业园、琪
金·荣昌猪专卖店、琪金·荣昌猪总部基地等产业链项目，将进一
步推进荣昌猪产业集群建设。

而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林其鑫一直希望能投身乡
村建设，带领村民致富。2019年，乘着脱贫攻坚的东风，林其
鑫先后在彭水、酉阳等地的贫困乡镇试点了琪金生猪产业扶贫
计划，通过为贫困户免费提供优质仔猪、养殖技术、购买保险、签
订保底收购协议等，助贫困户实现产业脱贫。今年，他又围绕消
费扶贫，结合“琪金土猪肉”品牌优势，实施了“琪金·扶贫超市”
计划。

“目前，我们已在重庆两江新区、渝北区等中高档居民小区
开办了数十家‘琪金·扶贫超市’，在售的300余种商品均来自
我市十八个深度贫困乡镇。”林其鑫说，下一步，他还将在主城
开设100家这样的扶贫超市，不断升级以养殖、加工、销售为一
体的生猪全产业链模式，通过务工、产业等方式，每年带动10万
贫困户增收。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董事长林其鑫：

带领村民养优质猪过好日子

全 国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先 进 典 型

林
其
鑫

（
受
访
者
供
图
）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25日，据
市气象台预计，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未来三
天，各地持续阴雨天气，全市最高气温将难
超14℃，局地最低气温只有3℃到4℃。

进入11月以来，重庆的天气如同坐过
山车。因连晴天气，11月初的重庆天气较
暖和。以沙坪坝站为例，从11月1日至18
日，平均气温达到17.4℃，位列历史同期第
二高值；日照时数为84.3小时，为历史同期
最大值。

从21日起，受北方冷空气影响，重庆气
温骤降。据了解，此次影响重庆气温的冷空
气有两到三股，受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是
21日。从21日0时开始到22日15时，沙
坪坝站气温呈下滑趋势，22日06时后气温
开始跌破 10℃，中午 12 时，最低气温仅

8.5℃，较21日同一时间下降近6℃。全市
多个区县气温跌至个位数，最低温出现在东
北部的城口，仅3.4℃。

11月23日，城口县城迎来今年入冬首
次降雪，雪厚度在1厘米左右，降雪量为3.2
毫米。黔江、开州等区县高海拔地区也迎来
降雪。

由于强冷空气到来，重庆这几日的气温
也较常年偏低。实况监测显示，截至25日
15时，全市最高气温未超13℃，沙坪坝站仅

12℃，最冷的城口只有5.4℃。
那重庆入冬了吗？所谓入冬标准是当

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小于10℃，则
以其所对应的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小于10℃
的日期作为冬季的起始日。据了解，沙坪坝
站常年在12月8日入冬，目前还没有达到
入冬标准。

至于重庆中心城区什么时候下雪，得看
入冬之后的天气情况。比如2016年1月23
日，大气中含有较冷的冰晶核，中心城区水

汽也充沛，当天日平均气温只有1.2℃，所以
雪花降落中心城区。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如下，25日夜间到
26日白天：中西部偏北及东北部地区阴天，
其余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大
部分地区气温6～14℃，城口及东南部4～
11℃；中心城区：间断小雨转阴天，气温
11～14℃。

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各地阴天有
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7～14℃，城口及东南部4～10℃；中心城
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气温12～14℃。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各地阴天有间
断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6～13℃，城口及
东南部3～9℃；中心城区：阴天有间断小
雨，气温11～13℃。

未来3天全市最低气温仅3℃

气象部门：虽然冷，但重庆还未入冬

医保及公共卫生服务
全市城乡医保参保率 95%以上，

551.8万人次扶贫对象享受医保和医疗

救助，政策范围内报销22.1亿元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82.91%，

健康档案使用率57.17%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支公司梅江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涛
机构编码：00000550024100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镇邑中村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邑中居委会民族街147号1-1、1-2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9908 联系电话：023-7666216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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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保险公司授权，
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和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县支公司聚缘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湛成仁 机构编码：00000550023100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南阳路89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西大道南2段2号财富商务大厦4-2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8399 联系电话：023-7451334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
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江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汪洪 机构编码：000005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西大道南2段2号财富商务大厦1-商业1、1-商业2、4-1、4-2、

5-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西大道南2段2号财富商务大厦1-商业1、1-商业2、4-1、5-1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邮政编码：408399 联系电话：023-7451334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
业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二孩占比
下降4.08个百分点
重庆市户籍出生 31.16 万

人。其中二孩占比40.41%，同比

下降4.08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重庆市2019年度
居民健康状况报告》
制图/李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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