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
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
排。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永秋介
绍，医保局围绕群众看病就医所需所盼不懈
努力，采取多种措施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为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减轻参保患者
医疗费用负担，提升医保服务便捷度，近期，
市医保局调整出台6项医疗保障待遇政策
和便民服务举措。

医疗负担减轻
“两病”门诊用药报销提至60%

近年来，一系列惠民政策有效减轻了
参保人员的医疗负担。王永秋介绍，在门
诊保障方面，我市提高了居民医保“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待遇水平，报销比例由50%
提高到60%，高血压患者年最高报销400
元，糖尿病患者年最高报销600元，同时患
有“两病”的患者年最高报销800元；提高
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年最高报销限额，一档
缴费的参保居民最高报销限额由100元提
高到200元，二档缴费的参保居民年最高
报销限额由200元提高到350元；扩大门
诊慢病保障范围，将肺结核、慢性病毒性肝
炎等6种疾病纳入门诊慢病保障，职工和
居民医保门诊慢病病种数量分别达到77
种、66种，位居全省前列。

住院保障方面，降低了多次住院患者住
院起付线，第二次住院起付线减半、第三次
开始起付线每次仅为100元；建立职工大病
保险按额度保障机制，起付线标准为1.6万
元，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1.6万元以上
（含1.6万元），5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70%
的补偿；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部分给予
80%的补偿。一个医疗年度内，年最高支付
限额60万元。

用药保障方面，建立了国家谈判药品门
诊保障机制，将33种国家谈判药品纳入门
诊报销；落地实施五批次218种国家集采中
选药品，平均降幅均超过50%，相关患者治
疗费用明显降低。

待遇再提升
基本医疗险住院报销比例提升

为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减轻参
保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提升医保服务便捷
度，近期，市医保局调整出台6项医疗保障
待遇政策和便民服务举措。

调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病起付
线政策。参保居民同时患甲、乙类门诊慢病
的，在一个医疗年度内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
每人只支付一个起付线标准300元，也就是

说原来由2个起付线改为只有一个起付线，
减轻了慢性病患者负担。

提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
例。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一级医院报销比
例由83%、88%提高到90%，未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的一级医院报销比例由60%提高到
70%。二档缴费的参保居民在二级医院住
院起付线标准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部分报
销比例由70%提高到72%。

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二、三级医院住
院报销比例。政策调整前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住院报销比例政策为：在职职工在一个医
疗年度内，因病每次住院的医疗费用（不含
不予从统筹基金中支付的费用），在起付标
准以上的部分，根据医院级别实行分段累进
制报销：一级医院，起付标准以上至最高支
付限额的部分按90%报销；二级医院，起付
标准至1万元（含）的部分按85%报销、1万
元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的部分按90%报销；
三级医院，起付标准至5000元（含）的部分
按80%报销、5000元至1万元（含）的部分
按85%报销、1万元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的
部分按90%报销。退休人员在上述报销比
例的基础上再提高5%。

政策调整后的住院报销比例为：在职职
工一级医院，起付标准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
的部分按90%报销；二级医院，起付标准以
上至最高支付限额的部分按90%报销；三级
医院，起付标准以上至1万元（含）的部分按
85%报销、1万元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的部
分按90%报销。退休人员在上述支付比例
的基础上再提高5%。

降低 123 类药品的患者首先自付比
例。职工医保首先自付比例降低5%，居民
医保首先自付比例降低10%，涵盖了治疗糖
尿病、乙肝、白血病等疾病的几千种常用药
品及特殊疗效药品。

患者少跑腿
70种门诊慢病实现直接办结

在调整出台的6项政策中，围绕居民就
医报销进行了服务提升。王永秋介绍，我市
优化提升门诊慢病经办服务，70种门诊慢

病可以在全市183家定点医院直接办结、
“零跑腿”、“一次办好”；在毓璜顶医院等46
家医保定点医院窗口实现门诊慢病费用“一
单制”“一窗口”“一站式”结算，患者只需缴
纳个人自付部分，进一步提升门诊慢病结算
便捷度，让数据多跑路、参保患者少跑腿，减
轻患者垫资压力。

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就医全流程应用，12
月底前，60%的全市二级以上定点医院实现
基于医保电子凭证的线上建档、线下自助机
挂号、签到就诊、医保结算、检查取药、报告
查询等服务，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
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服务。

为了“让患者少跑腿”，今年医保部门
对门诊慢病服务做了很多优化升级。 市
医保局副局长高腾波介绍，以往，我市参保
人员办理门诊慢病需要出院后携带住院病
历等材料，前往参保地医保部门申办门诊
慢病，再返回其居住地签约医院就医购药，
整个过程耗时长、群众跑腿多。市医保局
深化流程再造，建立了门诊慢病申报、确
认、备案、反馈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实现
了门诊慢病确认备案业务“全市通办”“一
次办好”，参保人员可在全市183家具备申
报审核条件的医院直接办结70种门诊慢

病，经医院医保办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就诊
医院当场登记、备案，领取病历手册，无需
再到医保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工作开展以
来，已累计直接办理门诊慢性病6万余人，
占申办总人数的80%以上，轻了群众办事
负担。

随着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异地就医保障
备受老百姓关注。高腾波介绍，目前省内

“一卡通行”方面，烟台市有4836家定点医
药机构实现了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刷卡，
实现定点医药机构“一卡通行”全覆盖；省内
门诊慢病异地联网结算医疗机构总数达到
228家，开通数量位居全省首位，极大提升
了省内医保异地结算服务体验；跨省“一卡
通行”方面，我市已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参
保职工可在全国已开通跨省联网结算的定
点医药机构实行刷卡结算。为打通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跨省购药结算障碍，我市在省内
实现一卡通行的基础上，按照省医保局部
署，通过对系统升级、改造，实现了外省的参
保人员凡是原参保地支持跨省医保卡结算
的，都可以在我市252家定点医院和631家
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医保卡个人账户结算，开
通数量位居全省前列，极大提高了外来人员
就医便捷度。

重磅重磅03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孙逸云/美术编辑/姜涛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国家药品带量集采政策
实施以来，一些药品价格大幅
下降，减轻了广大患者的经济
负担，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
迎。但也有市民反映说，开药
的时候价格便宜了不少，但是
药物的生产厂家可能不同了，
例如原来要几块一片的降压
药，现在只需要一两块钱，甚
至几毛钱就能买到。这么便
宜的降压药效果能跟原来一
样吗？还有集采的仿制药，效
果能和原研药一样吗？

日前，记者带着这些市民
普遍关心的问题，采访了烟台
医疗机构的相关专家。

记者咨询：什么是“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专家答复：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是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国家医保局等部
门组织各省组成采购联盟，明
确药品采购数量进行集中采
购、以量换价，最终目的是让
群众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用上
质量好的药品。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始终坚持以
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品作为入围的质量
标准，在保障同等质量标准的
前提下，通过带量采购、量价
挂钩，真正做到降价不降质。

记者咨询：带量采购价格
那么低质量有保障吗？

专家答复：被纳入国家药
品集中采购名单的药品中，国
内仿制药占据了大部分。由
于仿制药在研发时间、经济投
入等方面的成本都要低于原

研药，因此价格也低于原研
药，这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用药
成本，给患者带来了实惠。仿
制药大量纳入国家集中采购，
虽然降低了用药成本，但也有
不少患者对仿制药的治疗效
果心存疑问。

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
仿制药，仿制药并非是“山寨
药”、“假药”，仿制药是与原研
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
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药
品。按照国际惯例，一旦专利
药保护到期，其他国家和制药
厂就可以生产仿制药，这也成
为各国控制治疗成本、提高患
者用药保障水平的重要方式。
所以说，经过一致性评价的仿
制药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咨询：集采仿制药的
临床使用效果怎么样？

专家答复：光把药价降下
来还不够，更要确保人民用上
有疗效的好药。研究结果令
人振奋。跟踪研究的14种集
采药品，从数据上看，都达到
了与原研药基本一致的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日均剂量基本
相同；使用仿制药的患者用药
依从性也很高，用药后患者特
意提出换为原研药的情况很
少。可以说，这次研究用海量
的、真实的临床数据，证实了
我国集采的仿制药是有效的、
安全的，和原研药没有临床应
用区别，医生和患者都是可以
放心选择和使用的。

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衣宝萱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摄
影报道）日前，龙口市城区新嘉街道泰和小
区河畔华苑一些居民被通知要重新缴纳供
暖“碰头费”。此后，小区物业部门解释，这
属于政策解读有误，暂时取消收取更换供热
公司管网“碰头费”，恢复小区以往自主锅炉
供暖模式。

11月20日，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接到龙口市多位居民反映，称他们所在的新
嘉街道泰和小区河畔华苑被通知收取供暖
费的管网“碰头费”，如果不缴纳将影响今冬
供暖。眼看着一轮接一轮的寒潮袭来，居民
们无不担忧起这个冬天该怎么熬过去。

泰和小区河畔华苑居民王女士等介绍，
每年在11月中旬前后，龙口这边就开始供
暖，由于之前大家都交了取暖费，所以就安
心地等着享受“冬天里的温暖”。可是，不久
小区张贴了一个通知，称今年因为小区更换
了供热公司，需要从小区内驳接一段供热管
网，需要每户缴纳26元、66元不等的“碰头
费”。在王女士等居民出具的“久旺物业管
理处”发布的通知上说明：河畔华苑接嘉元
供暖公司碰头费用为66元/平方。按产权
面积政府补贴20元/平方，开发商承担20
元/平方，住宅和商铺最终收费标准26元/
平方。

具体到住宅：26元/平方；阁楼（无产
权）66元/平方；临街商铺一层26元/平方，

二层（无产权）66元/平方。该通知还进一
步解释称“由于阁楼和商铺二层不属于建筑
面积，所以没有补贴，按原价收取碰头费
用。”

对于即将开始供暖却突然增加一笔“碰
头费”，居民们认为不合理，王女士说，这个
收费通知是11月15日出来的，大家都知道

烟台地区正常供暖时间都是每年的11月15
日开始。事到临头增加费用，有“挟天冷以
令居民”之嫌。

记者随即致电龙口有关方面，答复正在
调查。21日，这个小区的居民致电烟台民
意通热线记者，称小区的“碰头费”政策突然
变了，物业部门发通知表示“由于开发公司

对政策理解错误”，今年暂时不收“碰头费”
了，但是对于不在建筑面积范围内的“阁
楼”、商铺二层仍然要收取费用。

王女士等居民认为这是物业部门的缓
兵之计，将来肯定还要向居民们收取暖气
的管网碰头费。按照物业公司的逻辑，更
换一家供热公司就要收取一次碰头费，如
果今后居民们不满意了供热公司的供暖，
需要更换供热公司的话，是不是还要另外
缴纳碰头费？

11月23日，泰和小区河畔华苑物业经
理王先生对记者解释说，河畔华苑以往采取
的是小区内烧锅炉供暖方式，今年响应国家
节能减排号召，停止了锅炉供暖，更换了一
家供热企业。加上该小区市政管网设施一
直配套不完善，最初由于对政策理解错误，
发出了让居民们缴纳“碰头费”的通知，经过
居民们投诉反映，以及咨询相关管理部门，
物业公司及时停收了这部分费用。为保证
居民们越冬供暖，经过多方工作，物业部门
恢复到以往的小区自行烧锅炉供暖模式。

王经理说，等待度过今冬供暖期后，将
与居民代表、开发公司、政府有关管理部门
等几方坐下来商议解决小区驳接到市政供
暖管网的“碰头费”。换句话说，今冬居民们
无需缴纳碰头费，可以安心温暖越冬，物业
部门后面将积极协调各方为居民提供优质
服务。

更换供热公司就要加收“碰头费”？
龙口河畔华苑物业公司:系政策误读，已暂停收费，恢复供暖,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吕金滙）近日，有市民投诉芝罘
区南迎祥路30号楼附近停放着两辆“僵尸车”，老小区停车位紧
张，希望尽快移走。11月19日，烟台民意通记者与“烟台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督办员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记者看到，南迎祥路30号楼东侧的确停放了一辆绿色面包
车和一辆白色面包车，两车的轮胎均已变瘪，布满灰尘，显然是久
未上路的样子。绿面包车前车窗上贴有2019年年检标识，车前
无车牌，车尾挂有车牌，前侧右玻璃窗上贴有落款为“烟台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第一大队”“芝罘区城市管理局”和“芝罘区道路交通
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告知书。告知书显示：“因长期占用公共
资源，属于僵尸车。车主务必于2021年11月22日前自行将车
移走”。白面包车内则堆放了大量建筑装修用品，前车窗没有贴
年检标志。

烟台民意通记者与“12345”督办员在现场找到了白面包车
的车主，车主曹女士表示她的面包车并没有报废，她已经做过了
年检，只是没有将标识贴在车窗上。今年4月，曹女士购买了一
套位于南迎祥路30号楼的房子。为了便于装修，她便将白色面
包车停在楼下存放装修材料。这辆车半年多未清理使用，附近
居民都以为是“僵尸车”。曹女士表示自己会给车贴好年检标
识，但为方便装修，车还要继续停放在这里。一位附近的居民表
示，这辆绿色面包车已经在这里停放超过1年了。

交警及相关部门对僵尸车的判定有严格规定：长期停放路
边无人认领；外观残旧破损严重；年审过期；有违章未处理；有假
套牌嫌疑。其中，是否年审是最为关键的指标。

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奇山中队王鹏中队长在现场表示，
连续3年脱审可被认定为“僵尸车”，他们将积极与交警部门沟
通，确认这辆绿色面包车为“僵尸车”后，将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烟台民意通记者将对此事持续进行关注。

轮胎已变瘪 灰尘满车窗

这些“僵尸车”
还要停到何时？

待遇再提升 报销更省事
市医保局调整出台6项医疗保障待遇政策和便民服务举措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孙冠群

●在门诊保障方面在门诊保障方面，，提高了居民医保提高了居民医保““两病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待遇水门诊用药保障待遇水
平平，，报销比例由报销比例由5050%%提高到提高到6060%%，，高血压患者年最高报销高血压患者年最高报销400400元元，，糖尿病糖尿病
患者年最高报销患者年最高报销600600元元，，同时患有同时患有““两病两病””者年最高报销者年最高报销800800元元。。

●提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例提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例。。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一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一
级医院报销比例由级医院报销比例由8383%%、、8888%%提高到提高到9090%%，，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一级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一级
医院报销比例由医院报销比例由6060%%提高到提高到7070%%。。

●我市优化提升门诊慢病经办服务我市优化提升门诊慢病经办服务，，7070种门诊慢病可以在全市种门诊慢病可以在全市183183
家定点医院直接办结家定点医院直接办结、、““零跑腿零跑腿””、、““一次办好一次办好””；；在毓璜顶医院等在毓璜顶医院等4646家医家医
保定点医院窗口实现门诊慢病费用保定点医院窗口实现门诊慢病费用““一单制一单制”“”“一窗口一窗口”“”“一站式一站式””结算结算，，患患
者只需缴纳个人自付部分者只需缴纳个人自付部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李俊玲 通讯员 孟妍 孙
波)近日，烟台市卫生健康委
联合市公安、民政、医保、财政
五部门对全市医疗机构2021
年度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
进行了集中审核。经专家和
相关部门联合审查，最终13
家医疗机构提请的131例病
例通过审核，涉及救助金额
180余万元。

2013 年，国家建立疾病
应急救助制度，通过设立疾病
应急救助基金，对需要紧急救
治但身份不明或身份明确、无
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进行
救治。此后，烟台市财政局、
卫计委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
《烟台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
理办法》(简称《办法》)，对疾病
应急救助基金使用范围、救助

对象、申请资料、申请流程、审
核、支付等做出了详细规定，
并委托烟台市卫生健康综合
服务中心负责基金申报受理
管理工作。

自2013年《办法》实施以
来，我市救助贫困和不明身份
患者1197人次，市财政向有关
医疗机构累计拨付救助费用
1500余万元，为解决困难群众
患急、危、重疾病时无力支付实
际困难，缓解医疗机构救治资
金压力，促进医患关系和社会
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制度的建立是对“救急
难、保民生”的制度保障，在基
金受理审核中，工作人员遵循
公开、透明、专业、规范的原
则，严格把关，确保疾病应急
救助基金用在刀刃上，真正成
为患者的救命钱。

居民在医保站政策咨询窗口了解相关政策居民在医保站政策咨询窗口了解相关政策（（资料片资料片）。）。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赖皓阳 摄摄

烟台五部门联手
守护患者救命钱

180余万疾病应急救助基金通过审批

价格低质量有保障
仿制药效果一样强

记者就国家集采药相关问题咨询专家

河畔华苑小区河畔华苑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