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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第三弹！
四川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四川省气象台7月30日下午继续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30日20时到31日
20时，绵阳、遂宁、资阳、内江4市和广
元、南充、广安3市西部及德阳、成都、
眉山3市东部、泸州市南部、凉山州北
部有大雨到暴雨（雨量40～80毫米）。

这是四川省气象台连续第三天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

此外，阿坝州气象台发布暴雨蓝
色预警:7 月 30 日 20 时到 31 日 20 时，
全州有一 次较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其
中，汶川县、茂县、松潘县、金川县和黑
水县部分乡镇有暴雨(雨量 25-40 毫
米) , 过程来临时将伴有雷电、阵性大
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做
好防范。 （据封面新闻）

三环路武侯立交入口
8月5日后要封了

7 月 30 日，记者成都市交通管理
局获悉，为提升通行效率，该局拟定于
2020年8月5日对三环路武侯立交入
口封闭。

据成都市交通管理局利用百度地
图大数据对西三环外侧交通的研判，6
月份三环路武侯立交至川藏立交高峰
辅道断面流量超过了每小时 2800 辆
(其中辅道至主道入口流量为每小时
1800辆)，十分影响通行效率。

据悉，随着三环路扩能改造工程的
基本结束，三环路辅道由原来6车道拓
展为8车道，通行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
升。但是目前新旧出入口并存，不仅有
较大的安全隐患，也影响了三环路主道
快速路功能的发挥。

根据群众反映，交通部门经实地
调研后发现西三环路一段外侧(千龙
路处)辅道至主道入口处交通拥堵较
为突出。按照百度地图大数据对西三
环外侧交通的研判结果显示：6月份三
环路武侯立交至川藏立交高峰拥堵系
数峰值为2.6、最低车速仅为32km/h，
入口距离上游出口的距离较近(90
米)，高峰辅道断面流量超过了每小时
2800 辆(其中辅道至主道入口流量为
每小时1800辆)，这种大流量、短距离
交织的情况十分影响通行效率。因
此，成都市交通管理局拟定于2020年
8月5日封闭该入口。

入口封闭后,蓝光诺丁山、置信丽
都花园城、华宇静苑、保利花园等周边
小区原经三环路辅道进入主道的车辆
将受到一定影响，可绕行至聚龙路、武
侯大道顺江段、武侯立交进城方向右
转匝道进入三环路主道，或沿西三环
路外侧辅道继续行驶至川藏立交与成
雅立交间的标准式入口进入三环路主
道。 （据四川在线）

四川今年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标准出炉

7月29日，四川省人社
厅政务微信公布了四川省
2020 年继续同步提高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具体标
准 。 经 省 政 府 同 意 ，从
2020年1月1日起，为2019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
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
水 平 ，总 体 调 整 水 平 为
2019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
本养老金的5%左右。

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
金将于7月底前发放到位，
各市(州)需在8月底将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
的完成情况专题向省人社
厅、省财政厅报告。这是国
家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16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也是继 2016 年以
来连续第 5 年同步安排适
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
平，是退休人员适当分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
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的重要措施。

尤其是今年在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财政收入放
缓，实施社会保险费阶段性
减免政策使养老金基金收
支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
下，不仅要求确保基本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还继续适
度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这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对改善民生

的重视和对广大退休人员
的亲切关怀，四川省将有
915.2万名退休人员受益。

调整方法

此次调整，继续统一采

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

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

定额调整

体现社会公平，全省所

有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46元。

挂钩调整

体现“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的激励机制，让在职

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
得养老金。今年挂钩调整办

法为：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
业单位2014年10月1日及
以后退休的人员，在按2019
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
数增加1.2%的基础上，再与
缴费年限挂钩调整，缴费年
限15年及以下的每满1年增
加1元，超过15年的年限每
满1年增加2.5元。机关事
业单位2014年9月30日及
以前退休的人员，以本人
2019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
为基数增加2.7%。

适当倾斜

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
对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
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
以照顾。

对高龄退休人员按照
“满70周岁不满80周岁、满

80 周岁不满 90 周岁、满 90
周岁及以上”三个高龄段分
别增加35元、65元、105元;

对艰苦边远地区企业
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按一类至六类地区每人每月
分别倾斜增加10元、20元、
30元、40元、60元、80元。

发放时间

7月28日，省人社厅召
开了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工作视频会议，
解读政策，全面部署基本养
老金调整工作，要求各市
(州)抓紧开展数据核实、系
统调试、资金安排、对接发
放机构，确保7月底前把调
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
到退休人员手中。

（据四川在线）

8月，四川将有这些新规实施
8月即将到来，四川又

有新规定将实施。这里面
每一条都与我们的生命健
康息息相关，一起看看具体
有哪些内容。

92种药品
不再报销

去年 8 月，国家医保
局、人社部印发相关通知，
规定原省级药品目录内按
规定调增的乙类药品，应在
3年内逐步消化，纳入国家
重点监控范围的药品要优
先调出支付范围。

随后，国家医保局进一

步明确了药品消化进度安
排、重点监控范围品种调出
时间等要求。为认真贯彻
落实国家部署，省医疗保障
局、省人社厅全面梳理了我
省增补药品情况，分析了相
关药品近年使用数据，结合
当前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
复产等实际情况，组织专家
论证后，确定了先期调出全
省医保目录的部分药品。

7 月 1 日起，纳入国家
重点监控范围的转化糖电
解质注射剂等 6 种药品调
出《药品目录》;8 月 1 日起
度米芬含片等92种药品调
出《药品目录》;2021 年 8 月

1日起，铝镁匹林片(II)等44
种药品调出《药品目录》。

四川将实施国内首个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地方标准

由四川省民政厅编制
的我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将于 2020 年 8 月 1 日
起实施。该《规范》是我国
首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标
准，《规范》的发布，填补了
国内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领
域标准空白。

《规范》对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的机构、服务和管理
等方面的标准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阐述。

确定了机构性质、机构
分类、机构人员构成等具体
内容。规范了服务项目、服
务流程、质量控制等具体标
准。

明确了政府、部门、组
织、专业人员、家庭在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管理中各自
的作用和责任。

为科学、有序、规范开
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夯实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
据。

（据川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