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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吕锦武） 近年来，
海东市结合医改积极探索开展医保总
额预算控制下的按病种、按人头付费
等复合型付费方式改革，初步建立了
广覆盖、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有
效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
升。

海东市通过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结合“送医
保入户、送 政策入户、送服务入户”
活动，为基层群众讲解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医疗保险、 城乡医疗救助、
补充医疗保险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
度，不断提高参保扩面和老百姓的知
晓率。目前，海东市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达149.21万人。
为 有 效 减 轻 参 保 群 众 的 医 疗 负

担，海东市统一建立了大病医疗保
险，城乡大病保险引入商保公司参与
经办服务，在定点医院结算窗口为参
保群众提供一站式办理，让参保群众
得到便利和实惠。根据政策规定，城
镇职工医保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7000
元，超出部分报销比例为 85%，并在
系统内实现一站式服务；城乡居民医
保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5000元，超出部
分报销比例为80%。

海东市加大医保助力扶贫力度，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统一降低
了贫困人口的大病医保起付标准，由
5000元调整为 3000元。同时，加大了

民政救助力度，经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医保报销后的剩余部分，对特困对
象给予 100%救助，对其他救助对象给
予80%救助。

去年，海东市启动实施了针对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健康保”商业补
充保险，对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
保险和民政救助后，起付线按 60%、
二级医院 80%、一级医院 100%赔付，
未进入大病医疗保险患者个人自负的
医疗费用按照 80%赔付。通过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 民政救助、商业
补充医疗保险“四道保障线”的全面
构筑，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医
疗费用政策内或合规费用自付比例控
制在10%以内。

化隆“春风行动”送就业岗位

☆微信☆
互助31名特困供养人员

入住养老机构

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是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
青海日报社选派到海东市乐都区中岭
乡的扶贫工作队，按照中央要求和省
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新选派第一书记，
认真做好传帮带，有效实现了工作上
的衔接。图为铲铲洼村原第一书记侯
国忠（左二）向新书记李云峰（右二）详
细介绍春耕春播情况。

本报记者 宋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李
增平） 近日，海东市召开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暨“三查三确
保”专项行动启动会，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中央纪委、省纪委关于 2018
年至 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部署，安排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暨“三
查三确保”专项行动工作。

会 议 传 达 学 习 了 省 纪 委 《关 于
2018年至 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宣
读了 《海东市纪委监委关于在扶贫领
域开展“三查三确保”专项行动的实
施方案》。“三查三确保”是指“查责
任，确保惠民政策落地生根；查腐
败，确保扶贫资金安全运行；查作
风，确保各级干部忠诚履职”，着力
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各相关职能部门一定
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
重要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
担当意识，主动自觉地组织、参与、
开展好“三查三确保”专项行动，不
折不扣地把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以实际成效赢得民心，不断厚
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扎实有效开展

“三查三确保”专项行动，治理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突出问题，要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层层
传导压力，不断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
纪律规矩意识，保持严查重处的高压
态势，以整治查处的实际成效推动专
项行动扎实开展。各级党委政府、纪
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加强与各部门之
间的配合协调，加大宣传引导等措
施，真抓实干，全面抓好专项行动，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会议强调，各县（区）党委、政府要

强化责任担当，全面履行专项治理工
作的重大政治责任，将“三查三确保”
专项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来
抓，坚持以上率下，较真碰硬，完善常
态长效机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深化“三
转”，按照“三查三确保”专项行动要
求，把握监督重点，严肃查处和纠正贯
彻党中央和省市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不
坚决不到位，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
报冒领、抢占掠夺等行为。强化线索处
置，深挖细查提高办案质量。要继续加
强大数据平台建设，完善充实精准监
督数据库，实现精细化管理和监督。同
时，抓好纪检干部能力建设，力戒在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工作中出现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的需要。

海东启动“三查三确保”专项行动

专项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 通讯员 韩伟
军）近日，化隆回族自治县就业服务局
联合人社、扶贫等部门，在群科新区组
织开展了“促进转移就业、支持返乡创
业，助力增收脱贫”为主题的 2018 年春
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吸引了来自省内外 35
家招聘企业和培训机构参加，提供就业
岗位 1397 个，涉及会计、电工、电解工、
作业员等工种。其中，江苏省无锡市对
接企业提供招聘岗位 417 个，现场有就
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五百多名群众咨询和应
聘，有六十多人达成求职意向。

同时，招聘会现场设立专门的服务
台，提供政策咨询、技能培训、创业服
务，为城乡未就业劳动力、未就业大学
生开展全方位的就业服务。

本报讯（记者 吕锦武）在“今冬明
春”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中，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公安局结合打击“黄赌毒黑”
及危爆物品、环食药重点领域整治行
动，通过深化侦查打击线、延伸巡逻防
范线、织密阵地管控线等举措，截至目
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162起，抓获网上
逃犯 43人，打掉黑恶势力团伙两个。

民和县公安局以“有黑打黑、无黑
除恶、无恶治乱”的部署要求，成功打掉
了两个黑恶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9 名，破获涉恶寻衅滋事案件 1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2名；精准协作联动，所队配
合成功破获鲍某跨区域系列盗窃案件
59 起；串并侦查、审讯深挖，破获“盗窃
骗”案件 82起。

同时，该局针对辖区“黄赌毒”突出
问题，暗中排查、统一清查、突击检查，
查处涉黄行政案件 1 起，行政拘留 8 人，
涉黄刑事案件 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查处赌博案件 82 起，行政拘留 75
人，罚款 380 人 15 万余元，收缴赌资 13
万余元，有效遏制了赌博之风；明查暗
访、交叉检查、异地用警，强化行业场所
检查整治，检查处罚宾馆等场所 26 家，
停业整顿 4 家，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 11
份；严打网络贩枪、网上清理整治，收缴
气枪等枪支 7 支，子弹
465发，仿真枪 298把，
炸药 400 克；破获网络
贩枪案件 1起。

民和警方显神威

近日，记者从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政
局了解到，为切实提升农村特困供养人
员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互助县按照政府
关心关注、个人自愿的原则，对全县无人
照顾、自理能力不足的农村老年特困供
养对象全面开展了摸底动员工作，鼓励
其入住养老机构。通过体检，身体合格
的31人已入住互助县3所养老机构。

截至目前，互助县特困供养对象共
1809 人，其中集中供养特困对象达 170
人，占全县特困供养对象总数的 9.4 %，
有效解决了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面不
大和养老服务机构床位闲置之间的矛
盾，确保他们“平日有人照应，生病有人
看护”。

（记者 张得桂 通讯员 丁永芳）

本报讯（实习生 肖洪）河湟大地春
潮涌，千树万树梨花开。4月 14日，2018
海东市乐都·寨子第三届“宏都情”梨
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欢聚在一起，拍照留念，共赏
梨园春色。

本届梨文化艺术节将持续 4 天，其
间，将举办梨花节文艺演出、农家乐厨艺
大赛、书法作品大赛、软儿酒擂台赛、象

棋比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据主
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提升旅游品质,乐都区依托碾伯寨
子百年梨园资源优势,努力打造乐都梨
文化品牌,已连续举办了两届梨文化艺
术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深受
广大群众的欢迎。目前，梨果产业已成
为当地一项特色支柱产业。

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以打造全省

河湟文化旅游基地、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目标,按照“一心一廊两翼”旅
游发展格局和“河湟古都·人文乐都”
旅游形象定位,进一步加强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
旅游文化内涵和新型旅游产品供给,提
升旅游综合服务能力,促进文化和旅游
产业融合全区文化旅游业得到了持续
快速发展。

乐都区第三届梨文化艺术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