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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各大写字楼立下网购战书，究竟为了啥？
“齐心协力，抓紧下单！”、“奔着超级锦鲤，

前进，前进！”、“今日不花钱，明日花更多！”……
这几日，沈阳各大写字楼纷纷喊出了自己的网
购口号，一场写字楼之间的战役拉开帷幕……

这些写字楼究竟在做什么？记者走访沈
阳各大写字楼了解到，原来这是苏宁6·18的一
场特别行动，苏宁将为脱颖而出的写字楼上班
族带去幸运和幸福，一场没有硝烟的 PK 战已
经打响。

据悉，6 月 8 日至 6 月 12 日，沈阳各大写字
楼的上班族在苏宁易购app进行下单大比拼，经
过5天激烈角逐后，下单量总计最高的写字楼将

被评为“万幸写字楼”，并获得苏宁提供的超级
锦鲤幸运大礼包。

目前，沈阳各大字楼在苏宁易购app的下单

量大比拼已经进行了第3天，每天下午6点将会
统计出当天写字楼下单量排名情况。

截至6月9号18点，苏宁618沈阳万幸写字
楼排行榜中，辽报大厦名列前茅。

本次活动针对沈阳范围内的所有写字楼，
而且订单收货地址必须为写字楼地址，方为有
效订单。根据沈阳苏宁官微每日公布名单来
看，前3天的万幸写字楼排行榜中，每天都有新
的写字楼涌现，排名靠前的写字楼也各不相
同。由此可见，沈阳各大写字楼的上班族在苏
宁易购app上的下单量你追我赶，都是奔着苏宁
超级锦鲤礼包而去。

据悉，6 月 12 日，最终胜出的“万幸写字
楼”，将获得万幸惊喜大礼包。除此之外，大
比拼胜出的“万幸写字楼”中，在苏宁易购 app
下单金额最高的一位用户，将成为“超级锦
鲤”，将获得由苏宁汽车超市提供的车载空气
净化器、汽车保养卡、机油等汽车周边礼品和
苏宁超市提供的米面粮油、生鲜、零食、牛奶、
酒水等……

沈阳“万幸写字楼”以及其中的“超级锦鲤”
奖品颇丰，幸运和幸福皆可得，赶紧号召身边的
同事，一起上苏宁易购 app下单，说不定大奖就
是你们的！ 记者 陆瑶

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全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
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
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
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
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根据党中央要求，中
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党中央认为，《纲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阐述，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
本要求。党中央同意印发《纲要》（由中央宣传
部统一印发），作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

助读物。
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要组织全体党员认真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并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把《纲要》纳入学习计划，作出周密安
排，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
要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入学习领
会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
富内涵、实践要求；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
功夫，深刻把握这一思想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马

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
功夫，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更加
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
生动实践。

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工作，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根据中央要求，中央
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
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发行。
《纲要》共 21 章、99 目、200 条，近 15 万字。

全书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一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

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有助于广
大干部群众更好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
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纲要》内容丰富、

结构严整，忠实原文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全
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
学习材料，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
读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日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
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
知》，其中提到，实行个人（家庭）账户的，应于
2020年底前取消，向门诊统筹平稳过渡。

“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是怎么来
的？为什么要取消？取消之后，是否会影响
城乡居民医保待遇呢？

“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
户”怎么来的？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
了原有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两项制度。

其中，新农合于 2003 年起开始推行，当
时，为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在建立大病
统筹基金的同时，建立了个人（家庭）账户，主
要用于支付小额门诊费用。在随后的实践
中，个人（家庭）账户额度小等一些弊端逐渐
显现。

中国劳动社保研究院医保室主任王宗
凡表示：“个人账户没有互助共济功能，这是
它最大的一个缺点。此次《通知》要求，实行
个人（家庭）账户的，应于2020年底前取消，向
门诊统筹平稳过渡。”

取消后会降低城乡居民
医保待遇吗？

国家医保局表示，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家庭）账户取消并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
遇。

各地推进门诊统筹后，可将门诊小病医
疗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常见病、多发
病的门诊医疗费用均可报销，比例在 50%左
右。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鲁全解释说：“个人账户的钱本来是
你自己交的，这时候如果用个人账户支付的
话，就意味着完全是由你个人在承担医疗的
费用，现在我们把个人账户取消之后，就意
味着无论你是大病还是小病，这些费用都从
统筹基金里面出，就意味着大家用共同的钱
帮助那些产生了大额医疗费用的人，才是医
疗保险的基本逻辑。”

同时，为减轻参保群众的门诊大病负
担，对于一些主要在门诊治疗且费用较高的
慢性病、特殊疾病，如恶性肿瘤门诊放化
疗、尿毒症透析、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等
的门诊医疗费用，也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并参照住院制定相应的管理和支付办
法。

中国劳动社保研究院医保室主任王宗
凡分析说：“特别是年度费用比较高的一些
门诊的慢性病，它纳入到大病统筹的基金，
就跟住院放在一起来报销，那么报销的水
平也比门诊的报销水平更高。就是说它并
不会降低待遇，甚至我认为待遇可能是一
个提升。”

据央视

2年内居民医保
个人账户将取消 西畴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是云南乃至全

国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全县1506平方
公里的国土面积 99.9%是山区，喀斯特面积占
75.4%。过去，这里基本失去生存条件，山大石
头多、贫穷落后是它给外界的最深印象。

这里的群众，面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懦弱退
却，他们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现在，这里的全
部村寨通了公路，石旮旯中造出了大片“梯
田”。今年 4月 30日，云南省政府宣布，西畴县
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序列。西畴县的脱贫
故事值得细细品味。

“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
土，玉米长在石窝窝，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
箩。”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也是昔
日西畴人民在石头缝中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

过去的西畴，漫山遍野的石头，贫瘠稀少的
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有地质专家认为，这是一
个“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末，全县处在温饱线以下人
口占到总人口80%以上。1985年全县农民人均
占有粮仅 135 公斤。江龙村、多依坪、岩头村
……这些村寨都有一个共同外号“三光村”——

“树木砍光、水土流光、姑娘跑光”。
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失去生存条件的窘

境，当地老百姓将如何抉择：搬家？等政府帮
扶？靠社会救济？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1990 年 12 月 3
日，王廷位、刘登荣等党员干部带领蚌谷乡木者
村 300 多名群众，喊出了“搬家不如搬石头”的
口号，男女老少齐上阵苦战 105 天，用铁锤、铁
杆等原始工具，在石旮旯里刨出了 600 多亩保
肥、保水、保土的“三保”台地，秋收时玉米增产
了4倍。

这一声炮响，拉开了西畴人民与石漠化抗
争、向石旮旯要地的序幕。看到了希望的各村
寨群众，纷纷投入到炸石造地的抗争中。

当地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出台炸石造地
和中低产田地改造补助政策，全县掀起了以炸
石造地为主的基本农田建设高潮。

有了三保地，粮食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饱问
题，但出行仍是难题。

一个个村寨喊出了“要发展，先修路”的口
号，立下了“与其等着看，不如自己干”的誓言。

20 年来，当地群众凭着一股子韧劲，在悬
崖峭壁中开挖出了3000多公里道路，公路密度
达到云南省平均水平的3倍，行政村、自然村全
部通了公路。

20 年来，当地群众炸石造地 10 多万亩，人
均耕地从过去的0.3亩增到了0.78亩，村民告别
了在石头缝、石头窝里种庄稼的尴尬和无奈。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畴人民大力推进“山、
水、林、田、路、村”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很多村
寨把保护植被、植树造林写进村规民约，村民自
发种树，努力把水留住。2012 年以来，全县共
治理石漠化 140.2 平方公里，封山育林 12.62 万
亩，人工造林 3.35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20 世纪
80年代的25.24%提高到53.3%。产业发展大力
培植，苦参、三七、重楼、核桃、烤烟、蔬菜……一
个个产业快速发展起来。一个个“三光村”“口
袋村”，甩掉了“贫困帽”，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
村、小康村。

西畴县委书记蒋俊说，西畴人民在极度贫
困的石漠化地区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他们将
继续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让当地群众过上更美
好的生活。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石头地”里种出新希望——云南西畴县脱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