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愿以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80%为
缴费基数、按1%的缴费费率参保人员：

剩余部分⩽10000元，支付比例为77%

10000元＜剩余部分⩽30000元，支付比例为80%

30000元＜剩余部分⩽50000元，支付比例为85%

剩余部分＞50000元，支付比例为90%

自愿以上一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80%为
缴费基数、按0.5%的缴费费率参保人员：

剩余部分⩽10000元，支付比例为38.5%

10000元＜剩余部分⩽30000元，支付比例为40%

30000元＜剩余部分⩽50000元，支付比例为42.5%

剩余部分＞50000元，支付比例为60%

成都市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报销比例

大病医疗互助补充险
成都扩大委托试点范围
扩大试点第一站落地崇州，锦泰保险承保

最高可报7月6日，崇州市大病医疗互助
补充保险委托锦泰保险承办试点签
约仪式举行，标志着崇州成为此次
大病医疗互助险在成都扩大试点的
第一站。锦泰保险将为崇州市近50
万参保人员提供大病保险服务。

大病医疗互助险是什么大病医疗互助险是什么？？
是基本医保的补充
可报销剩余部分

大病医疗互助险是城镇职工在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为解
决参保患者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
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而
设立的一种社会医疗互助制度，由
商业保险公司来管理和实施。

根据现行成都医疗保险政策规
定，参加成都市大病医疗互助险的
参保人员，患重特大疾病后，其医疗
费用先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
报销，报销后的剩余部分，符合大病
医疗互助补充保险报销范围的一次
性住院费用，由大病医疗互助补充
保险支付。

保费怎么缴保费怎么缴？？
参保城镇职工、学生儿童
不额外缴纳

在保费缴纳方面，锦泰保险相关
负责人表示，大病互助保险对于以统
账方式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职工而言，不需要额外缴纳。

对于学生儿童（含大学生）在按
年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180元后，

无需额外缴费，就能享受大病互助
保险相应待遇。

而对于城乡居民而言，则可自
愿决定是否参与大病互助，若参与
则需自己缴费。高档缴费为490元，
保额为40万元；低档缴费为245元，
保额为20万元。

怎么保怎么保？？赔多少赔多少？？
最高报销比例为9成

据锦泰保险相关人士介绍，作
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险，成都
市现行的大病互助险为符合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参保人员提
供超过基本医疗保险中个人自付
部分的相应费用，例如，支付住院
医疗费用、门诊特殊疾病费用、门
诊抢救无效死亡发生的医疗费
用、家庭病床费用等，肝脏移植
术、心脏移植术等疾病的住院医
疗费用也都纳入了大病医疗互助
补充保险资金的支付范围。

此外，该资金实行级距式分
段按比例支付。两种按不同费率
缴费的参保人员，各分4个不同级
别，按不同比例报销，最高报销比
例可达90%。

大病互助险有何用大病互助险有何用？？
将大大减轻
参保人员的医疗负担

大病互助险是成都市为满足社
会的医疗保障需求，实现医疗保障的
全方位多层次覆盖而实施的补充型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将
大大增加参保人员医疗保险的覆盖
面，减轻医疗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据悉，继2016年成都市
在简阳、武侯和都江堰开展大病医疗
互助险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试点工
作后，此次将这一政策试点工作扩大

到了崇州、新津、成华、邛崃、大邑、天
府新区等地，将惠及更多百姓。

作为此次崇州地区的承保单
位，锦泰保险成都分公司总经理宋
绍富表示，此次崇州地区试点工作
的启动不仅是成都市试点扩大面积
的首站，也是锦泰保险首次将业务
延伸向医疗保险领域，公司将全力
配合市人社局、社保中心等做好大
病保险经办服务，切实让这项政策
惠民、便民、利民，为全体参保人员
提供与社保医疗无缝对接的一站式
高品质医疗保障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为给百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进一步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发生，成都市于2016年在简阳、武侯和都江堰先行开展了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
险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的试点工作，时隔两年，这一项政策将惠及更多百姓。

关键一喊
“快把河道向我家方向

改道，不要把对面的房子全
都冲毁了。”

心之所想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觉

得河水涨太凶，我是村里的
书记，我要保护好大家。”

对于自家
“清淤是小事，慢慢弄，不急。”

“要救先救老百姓，我的房子能救
就救，救不了就算了，不救了。”

为人处世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干部，这点事情

应该做的。我父亲曾经就是村支书，从小教
导我如何为人处世，教导我要为人民服务。”

河水暴涨 洪水冲向村民家
村支书高喊：把河道向我家方向改

村民房子保住了 村支书房子一些地方进水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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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古蜀王国”特展
在墨西哥举行

“神秘的古蜀王国”特展暨“古蜀
文明与玛雅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研
讨会7日在墨西哥尤卡坦州首府梅里
达市举行。活动搭起中墨专家研究、保
护和传承世界文明的平台，推动中拉
古老文明展开交流。

“神秘的古蜀王国”特展介绍了三
星堆、金沙遗址等考古重大发现，展示
了古蜀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
如敬畏自然、重视祭祀、造型艺术丰富
等。展览还引进AR、VR等多媒体互动
体验形式，让当地民众跨越时空，直观
体验古蜀文明。

在“古蜀文明与玛雅文明的对话”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墨两国资深研
究者就两种文明的文化内涵和大遗址
考古、发掘与保护展开讨论。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酌说，
古蜀文明与玛雅文明同处北纬30度附
近，是中墨两国留给世界的宝贵文化
遗产。通过举办展览和研讨会，两种古
老文明将穿越时空展开对话，加深人
们对世界古老文明起源、发展、演进的
规律性认识。

墨西哥尤卡坦州是玛雅文明的发
源地之一。梅里达市政府代表何塞·路
易斯·马丁内斯说，展览体现了古蜀和
玛雅两种文明智慧与传统的高度相似
度，研讨会推动墨中双方寻找两种文
明的相同之处，从而增进两国友好关
系发展。

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
室主办，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等承
办，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
星堆博物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华人
华侨联合会协办。 据新华社

一名两岁半的孩童，翻上4楼家中
的护栏，身体从护栏中落下悬空，仅剩
头部卡在护栏上，命悬一线……紧急
时刻，一位“蜘蛛侠”挺身而出，从外墙
爬到护栏处，把孩子托举起来救回屋
内。更传奇的是，“蜘蛛侠”是一位年底
满60岁的大爷，与小朋友仅仅是邻居
关系。

一直致力于挖掘、传播社会正能
量的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
看到成都商报报道后，将联合成都商
报奖励“蜘蛛侠”大爷刘兴昭5000元正
能量奖金。

“这是一个热心邻居的平凡善
举，英勇和无畏，源于他见义勇为的
热心，低调和淡然，彰显了他心怀大
爱的善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
工作人员说。“当然，也要为其他一
起参与营救的邻居点赞！大家群策
群力，众人牵挂一个小生命的温暖，
让人感动！”

7月6日，成都商报记者再次联系
上当事人刘兴昭本人，他透露事发第
二天家长已经带小朋友做了详细检
查，已无大碍。“5号那天家长还专门做
了一面锦旗送过来，写的是感谢‘奋不
顾身施急救，英雄无畏恩如山。’”刘兴
昭坚持认为这就是一件小事，“本来就
是邻居之间互相帮忙，不用整得那么
隆重。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第一时间
救娃娃。”

对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成
都商报奖励的5000元公益奖金，刘兴
昭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也希望
在每一次有危险的时候都有热心人，
好心人可以挺身而出。”

在给刘兴昭大爷的颁奖词中，
“天天正能量”这样写道：孩子头悬窗
外千钧一发，众人心系安危设法营
救。下一秒，年近六旬的他已从外墙
借助空调外机爬到护栏，托举起生命
的希望。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点踌
躇，既然看见了，这个生命由我来守
护。千钧一发之际，他把安危置之度
外；电光火石之间，一个生命因他而
重生。只有善意的本心，才会迸发出
如此惊天动地的能量。

“我们奖励他，愿每一份无助都能
遇见良善勇敢，愿每一个千钧一发的
瞬间，都有‘蜘蛛侠’在你我身边。”据
了解，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是阿里
巴巴集团旗下以“传播正能量、弘扬真
善美”为宗旨的公益平台。成都商报作
为其合作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曾多
次获得奖励，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和关注。

天天正能量其工作人员表示：“在
天天正能量的平台上，我们经常收获
凡人善举带来的温暖和感动。刘大爷
和其他邻居的举动让人看到了成都
这座城市满满的温情。希望这份奖
励，能让正能量的声音传得更远，随着
善举扩散，一起构筑一个让人温暖的
世界。”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托举男童
大爷获奖5000元
成都商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鼓励他的善举

虽然洪水已经退去，但是留给
人们的是满目疮痍的大地。

在杨建军家里到处都是淤泥
和水冲刷过的印记。杨建军又开始
紧张地抗洪抢险，尽管声音嘶哑
了，双脚上也磨满了水泡。新一轮
降雨即将来临，杨建军忙着在河边
巡逻，排查河道隐患点。除了是村
支书，他还是甲勿村3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监测责任人。

洪水退去一周，但是杨建军
家的淤泥还没清理完，除了巡查
隐患，他还要带着村民抗灾自救，
对于自己家的受灾情况，他说，

“清淤是小事，慢慢弄，不急。”

“他父亲当过村支书，很受人
敬重。”甲勿村村民介绍，杨建军的
父亲杨国富曾经是村里的老支书，
后来，一场意外杨国富去世。

43岁的杨建军已经有14年党
龄，2007年，他被村民推选为村主
任，2008年他被村民推选为村支
书，担任这个村村支书至今。“当天
听到他对挖掘机师傅说，让水往他
家冲，当时我都被震撼到了。”甲勿
村村民杨涛回忆。

说起杨建军当天的举动，杨
建兰一家非常感激，“要不是村支
书帮忙，不知道我们家房子还在
不在！”

“啥子网红哦，
这点事情应该做的。”

杨建军的一声大吼被新华
社、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先后
报道，一时间成了网红。但是在
安乐乡甲勿村，因为信息不太畅
通，杨建军忙于隐患排查和抗灾
自救，也是从乡上干部口中才得
知此事。

成都商报：7月2日当天一场洪
水，发生了什么险情？

杨建军：以往没有遇到这样大
的水，河道都快要被泥沙淤平了，
水有点大。我们房子对面就是杨建
兰家，当时洪水突然就来了，他们
家旁边一块地都被冲完了，房子已
经进水了。挖掘机到了以后，我就
喊挖机机把河道往我家这边改，我
的房子也就淹了。

成都商报：你的房子现在是什
么情况？

杨 建 军 ：当 时 进 水 40~50
㎝ ，现 在 还 在 清 淤 ，都 还 没 有
清理完。

成都商报：当时把河道向你家
门口改，有没有担忧？

杨建军：这是小事，应该这样
做。当时我和我老婆都是一个心
态，要救先救老百姓，我的房子能
救就救，救不了就算了，不救了！当
时我们先把杨建兰家的人转移到
安全地带，她们家除了年轻人外，
还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和一个五
六岁小娃娃。

成都商报：如果当时河道不改
道，杨建兰家会有什么危险？

杨建军：房子肯定保不了，杨
建兰家房子地势比我家要低一些。
她们房子没有改道前已经进水，改
道后倒塌的危险就小了。

成都商报：新华社、人民日报
报道了这事情，你成了“网红”，你
知道不？

杨建军：这个我不怎么清楚，
乡干部给我说个这事，压力大呀！
啥子网红哦！作为一名党员，一名
村干部，这点事情应该做的。我父
亲曾经就是村支书，从小教导我
如何为人处世，教导我要为人民
服务。

陈静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陈静供图

近期，九寨沟县遭遇持续暴雨。九寨沟县安乐乡甲勿村境内，一
条名叫安乐沟的河道穿村而过，河道两边是依山而建的房屋。村民杨
建兰家在河的一边，河对面就是村支书杨建军的房子。7月2日，河水
暴涨，当天村民杨建兰家房屋进水后，面临坍塌危险，村支书杨建军
大声向一旁的挖掘机师傅喊话，“快把河道向我家方向改道，不要把
对面的房子全都冲毁了。”河水改道后，对杨建兰家的威胁逐渐减弱。
可是杨建军的家里进水了，连家具都没来得及搬。

他的故事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一时间成了“网红”。8日
下午，杨建军正在家中清淤，说起此事，这位朴实的村支书笑着说：“啥
子网红哦，这点事情应该做的。”

6月28日以来，九寨沟县遭遇
持续暴雨，7月2日，安乐乡甲勿村
也受到洪水侵袭。

暴雨过后，安乐乡甲勿村境
内的河水不断上涨，见势不妙，杨
建军立马向上级部门进行了汇
报，并组织挖掘机前来疏通河道。

当天10时30分左右，河水开
始漫过河堤，冲毁了河床较低的
村民杨建兰家背后的农田，村里
近路的两户村民房屋也进水严
重。眼看洪水即将吞噬河对面的
杨建兰家，如果不采取措施，杨建
兰家的房屋将会有坍塌的危险。

关键时刻，正在抗洪抢险的
村支书杨建军站了出来，大声向
一旁的挖掘机师傅喊话：“快把河

道向我家方向改道，不要把对面
的房子全都冲毁了。”

随着挖掘机的作业，肆虐的河
水流向了杨建军的家，屋里进水了。
然而，杨建军却没有回家去搬离家
具家电，而是跑到杨建兰家，帮助他
们安全撤离。“他们家有两个70多岁
的老人，和一个小娃娃在家，如果不
及时撤离，将会造成危险。”

挖掘机两个多小时作业后，
河水改道，杨建兰家的房屋保住
了，但是他自己家的房子却遭了
殃，屋里进了水后，家具电器都泡
了水，一些地方水深0.5米。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河
水涨太凶，我是村里的书记，我要
保护好大家。”杨建军说。

人物
对话

洪水退去，杨建军正在排查隐患

河水改道后杨建军家房子被淹

挺身而出
挽救村民房屋 抗洪抢险

自家清淤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