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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劳动者文

学好书榜”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 本次活动由广

东省文学院指导。 活动上“全国十大劳动者文学

好书榜”“最受网民喜爱的劳动者文学好书”“全

国劳动者文学好书优秀出版社” 三大榜单发布，

获奖者在颁奖典礼上受到表彰。 其中，东莞诗人

彭争武的诗集《寻找》，位列“全国十大劳动者文学

好书榜”。 据悉，这是继 2018 年东莞作家丁燕作品

《工厂男孩》入榜后，东莞作家再次入选该榜单。

据介绍，《寻找》一书中的作品主题多与诗人

自身经历有关，借助自己的感知与回忆，探索生

活和生命的哲学性思考，并回应世界与自身。 活

动现场，评委团给出的推荐理由是，该书以具体

的个人标志，隐约或凸显期间的少年史、青春史、

奋斗史，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乡村史、梦幻般的

新兴城市史， 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变迁，

也勾勒出了“新一代移民”劳动者的成长故事。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又送民生“红包”，今后到

医院看病，除了医保报销之外，东莞

全市困难家庭成员还有望享受“二

次救助”。 日前，东莞市医疗保障局

向媒体透露，近期，东莞市政府常务

会议通过了《东莞市困难家庭二次

医疗救助实施办法

（ 试行）》（ 下称

《 办法》

）。《办法》将于 12 月 30 日正

式实施。 这是东莞市首次制定二次

医疗救助实施办法。

贫困医疗救助对象纳入二

次救助

东莞市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二次医疗救助是对现行医疗

救助的补充， 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困

难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减轻困难群

众的医疗费用负担，确保全市困难家

庭二次医疗救助政策的精准落实。”

《办法》规定，救助对象发生的

医疗费用经社会医疗保险核付以及

一次救助后， 剩余的个人负担总医

疗费用

（ 含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外费用，

下同）

纳入“二次救助”费用范围。

东莞市“二次救助”遵循分类分

段梯度救助、政策性兜底扶贫，以及

公开、公正、便民、高效的三大原则。

东莞综合救助家庭经济状况、 自负

医疗费用以及本市医疗救助资金筹

集情况等因素，确定救助对象“二次

救助”标准。 公开救助政策、工作程

序、救助对象以及实施情况，主动接

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规范医疗费用

结算程序，优化救助流程。

自费部分最高可获八成救助

救助标准上， 救助对象年度内

发生的个人负担总医疗费用， 累计

达到“二次救助”起付标准后，超出

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在年度最高救

助限额内按一定比例进行救助。

“二次救助” 的起付标准为

7000 元，其中特困供养人员“二次

救助”不设起付标准。

救助比例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情

况有所不同。如特困供养人员住院、

社区门诊和特定门诊发生的个人负

担总费用按 80%救助； 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住院、社

区门诊和特定门诊发生的个人负担

总费用按 70%救助； 低收入救助对

象住院、 特定门诊发生的个人负担

总费用按 60%救助。“二次救助”的

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为 10 万元。

经办部门统一核付无需另

行申请

《办法》也对救助给付方式与资

金来源进行了明确。为方便群众，二

次医疗救助与本市社会医疗保险、

“一次救助”相衔接，由医疗救助经

办部门统一为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

按规定进行二次医疗救助核付，无

需救助对象另行申请。

东莞市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待条件成熟后二次医疗救助

将与社会医疗保险、“一次救助”实

施“一站式”结算。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今天是第六个国家宪法日，也是迎

来宪法新修订后的第二个“宪法宣传

周”。 12 月 1 日上午，东莞市委政法委、

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委网信办、市司法

局、市普法办在市民盈国贸城白玉兰广

场，举办“宪法宣传周”东莞市启动仪式

暨“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宣传活动。 记

者从活动现场获悉，在“宪法宣传周”期

间东莞将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普法

宣传活动，170 多项主题活动轮番上演。

东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

依法治市办主任杨东来，市委依法治市

办副主任、市司法局局长、市普法办主

任陈鸿钧等领导出席了活动。

颁发普法履职评议优秀奖

活动现场， 杨东来为东莞市教育

局、东莞市检察院、东莞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东

莞市妇联等 5 家单位， 颁发了东莞市

2019 年“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优秀

单位奖。

据悉，自 2019 年 9 月起，社会公众

和由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

学专家、媒体代表组成的评议团，分别

通过社会评议和实地考察、现场评议等

方式，对这 5 家单位在“七五”普法期间

的普法工作情况进行了微信投票和现

场打分。 最终，上述 5 家单位综合得分

均取得了 90 分以上的成绩， 获得优秀

等级。 而明年东莞市中级法院、市公安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总

工会等单位将接受履职评议。

目前，随着“谁主管谁负责”“谁执

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的贯彻落实，东莞的普法工作由主管部

门的“独唱”，变成各部门的“合唱”，从

而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

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

局。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东莞市

新媒体公益普法联盟协议》 签署仪式。

东莞市互联网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张

燕华，市司法局副局长、市普法办副主

任袁洪昌和媒体代表共同签订了《东莞

市新媒体公益普法联盟协议》。 新媒体

公益普法联盟将进一步壮大东莞新媒

体普法宣传矩阵，扩大新媒体在宣传法

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推动法治实践

等方面的集聚效应。

170

多项主题活动轮番上演

2019 年 12 月 1 日~7 日是第二个

“宪法宣传周”。 本次宣传周的主题是

“弘扬宪法精神、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东莞市各级国家机

关紧紧围绕这一主题，策划了一系列精

彩的普法宣传活动，170 多项主题普法

宣传活动轮番上演。

在 12 月 1 日举行的“宪法宣传周”

东莞市启动仪式暨“弘扬宪法精神、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

题宣传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注重市民

互动参与是整场活动的亮点之一。 活动

现场设有法律咨询区、“宪法学习潮流

汇”、 宪法与法治文化沙龙等三个主题

区。 在法律咨询区，有 30 多个职能单位

和东城街道多名驻村律师为市民派发

普法资料、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等便民

服务活动。 在“宪法学习潮流汇”，有动

感单车、 娃娃机等多个普法游戏项目，

供市民边游戏边学法。

同时东莞全市各镇

（ 街

）、各单位也

将结合自身实际，在“宪法宣传周”期间

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活动。

如市教育局将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国

旗下宪法教育”系列活动；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将进行“法娃与宪法”公益

广告展播等等。 东城街道在虎英公园举

办宪法主题公园揭牌仪式；茶山镇举办

“国家宪法日”徒步活动；清溪镇在清溪

镇华明灯具有限公司开展“送法进企

业，普法入人心”宪法宣传周主题宣传

活动等等。

今晚， 东莞 CBD 还将上演主题灯

光秀。 届时，“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等宣传标语将在民盈国贸城周

边商圈大楼 LED 屏幕滚动播放，进一步

营造全民学法、守法的浓厚氛围。

东莞困难家庭将享医疗“二次救助”

自费部分最高可获八成救助

“全国十大劳动者

文学好书榜”揭晓

东莞作家彭争武诗集《寻找》上榜

东莞举办“宪法宣传周”170多项主题活动轮番上演

今晚CBD将上演宪法宣传灯光秀

活动现场，举行了《东莞市新媒体公益普法联盟协议》签署仪式。 曾德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