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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范围扩大到 0-12 岁
近日从达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日前，达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是达
州市首次出台关于残疾儿童的救助方案，专为达州
市境内 0-12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含脑瘫）、
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自闭症）儿童提供救助。
据了解，《意见》在中央、省出台的相关意见基
础上， 将救助对象年龄范围从 0-6 岁扩大至 0-12
岁，且包含视力、听力、言语、肢体（含脑瘫）智力等
在内的各种残疾儿童。
同时，达州实行户籍、居住证并行救助制度，凡
是达州户籍或持有达州居住证的残疾儿童均能得
到救助。 经济困难家庭残疾儿童，只需监护人持残
疾人证或诊断证明便能得到救助。
《意见》明确，接受救助的残疾儿童每年可接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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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市教育局在抓好“
8+8+2”专
项整治的同时，针对教育领域群众关切的
问题，精准靶向发力，立行立改，全面抓好
“规范教育收费”“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乱
象”两项专项治理，用实际行动及时回应
群众关切，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在规范教育收费方面，共梳理出义务
教育、高中教育、学前教育以及民办学校
存在的以服务性收费为名违规乱收费、违
规征订教辅资料等 4 类比较突出的问题；
在校外培训机构方面，共梳理出小弱机构
多、安全隐患多、违规招生、专业教师不足
等 5 类比较突出的问题。
对查找到的问题，市教育局列出问题
清单和整治时间表，做到立行立改。 在规
范教育收费方面， 除严格执行制度外，严
格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学校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义务教育择校收费及
普通高中招生收费”“民办教育办学和收
费”等四项收费行为；在整治校外培训机
构乱象方面，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的信息公
开工作，把“严格年度财务审计”“严格安
全检查”“严格年检年报” 等作为重点，把
深入暗访抓问题典型作为重要手段，曝光
反面典型，强化剖析整改。

四川省高校助学金
平均补助标准提高
近日从省财政厅官网获悉， 经国务院同意，
财政部、 教育部从 2019 年起扩大高职院校奖助
学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设立中职国家奖学金。
近日，中央追加我省资金预算 18422 万元，增加
我省国家奖学金名额 1783 名； 增加高职励志奖
学金名额 1946 名， 将高校助学金平均补助标准
从 3000 元提高到 3300 元。
同时，从 2019 年起，设立中职国家奖学金，
奖励中职学校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标准为
每生每年 6000 元，共奖励 1211 名。
据悉，财政厅会同教育厅立即分解下达奖学
金名额和资金预算，要求各学校抓紧发放奖助学
金，抓好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切实将党中
央、 国务院对广大学生特别是职业院校学生学
习、生活的关心及时送到。

超过 3 万元手术费用， 康复训练每名不超过 2 万元 /
年，基本辅助器具适配不超过 0.5 万元 / 人，普及型假
肢及矫形器安装每具不超过 1 万元 / 人，助听器不超
过 1 万元 / 人。 经定点机构评估符合上级人工耳蜗植
入救助项目的残疾儿童， 免费配置基本型人工耳蜗 1
台，自费植入人工耳蜗的，一次性补助购买人工耳蜗、
手术及术后调机等费用不超过 6 万元 / 人。
《意见》提出,为残疾儿童提供手术、康复训练、
辅助器具适配、生活救助等五大救助内容。除放宽年
龄外，放宽康复手术范围是另一大亮点，《意见》明确
为残疾儿童实施先天性畸形及脑瘫等原因造成的后
遗症肢体矫治、人工耳蜗植入、言语功能康复、视功
能康复及其他可实施的康复手术。
“
其他可实施的康复手术范围就很广了，只要是
因病导致儿童行为或肢体障碍， 且能进行手术康复

社会

治疗的都纳入在内。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可能会导致
儿童发育迟缓或智力障碍， 若能手术康复的便可以
进行救助。 ”达州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达州还将给予残疾儿童在定点康复机构
接受康复救助服务期间，每天 30 元的生活、交通和
租房救助费用。
据了解，包括成都在内的已发布类似意见的四
川其他 15 个市州仅有每个月送训费 500 元，《意
见》明确康复训练不少于 6 个月，达州对于每名符
合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仅康复救助费用便不少于
5400 元。
同时，达州在全省率先实行定点康复机构准入
制度。 康复机构由专家评估认定且定期向社会发布
申报、公告，救助儿童将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
治疗或训练，以保证救助公平、公开、公正、透明。

达州主城区将建首座分离式立交桥

效果图
元九大道（凤凰山隧道）与 210 国道立交工程
项目位于达州主城区北外石龙溪口， 为左转分离
式立交，将分别建设两条定向左转匝道桥。 项目建
成后， 元九大道和 210 国道左转车辆将不再等待
红绿灯，而是直接通过匝道通行。 目前，施工队伍
已经进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设计， 元九大道与 210 国道立交工程

项目中元 九 大 道 左 转 匝 道 全 长 约 504.4 米 ，210
国道左转匝道长约 567.04 米。 匝道净宽度为 8
米，单向 2 车道，时速 30 公里，汽车载荷为城市
道路一级。 桥面道路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地面设
置有人行横道。 地面道路元九大道右转进入 210
国道，以及 210 国道右转进入元九大道均为双向
2 车道。

达宣快速通道二期工程建设快速推进
达宣快速通道备受市民关注。 目前，洋烈州河
大桥主跨挂篮浇筑已完成任务过半， 隧道建设已
完成工程量的 70%，路基完成工程量的 85%，预计
2020 年 4 月中旬合龙，5 月底完成桥面施工。
据介绍，达宣快速通道起于通川区徐家坝，经
韩家坝、八庙河、洋烈、插旗山、石花寨、谢生坝，止

于宣汉县城张家坝，路线全长 20.889 公里，路基宽
度 32 米，双向 6 车道。 其中，一期工程宣汉插旗山
段 3.4 公里，通川区罗家山段 1.5 公里已建成通车。
二期工程 15.989 公里， 于 2018 年 5 月开工以来，
工程队抢晴天，战雨天，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抓紧
进度施工。

第一批 10 村落被列入达州市传统村落名录
达川区三里坪滨江景观带工程长 2.73 公里，
日前，市住建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开展了
达州市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评选活动，10 个村落
被列入达州市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 分别是：通
川区江陵镇草庙村、新村乡封口村、新村乡绿萌
社区；达川区虎让乡马鞍村、虎让乡庙垭村、沿河
乡髙峡子村；万源市竹峪镇东梨村；宣汉县隘口
乡金银村、天台乡赤溪社区、老君乡龙凤村。

渠县被授予“中华诗词之乡”称号
11 月 9 日，“中华诗词之乡”授牌、第二届渠
江文艺奖和第三届“新苗杯”校园诗歌大赛颁奖仪

式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渠县和渠县三
汇镇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
“
中华诗词之乡”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