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日，在职职工小李到职工医保普
通门诊定点一级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
诊，共花费700元，其中符合医保政策
规定的费用600元，小李已经达到了一
级医疗机构500元的起付标准，按照一
级医疗机构70%的比例报销，本次就医
小李可报销金额为：（600-500）×70%=
70元。如果今年小李还在一级及以下
医疗机构就医，他支付的普通门诊医疗
费就可以按70%比例报销，直到达到年
度报销限额为止。

过了几天，小李又到我市的职工
医保普通门诊定点三级医疗机构普通
门诊就诊，总花费1000元，其中符合医
保政策规定的费用900元，因三级医疗
机构的起付标准是800元，本年度小李
的起付标准已在一级医疗机构累计了
500元，那么，还需再累计300元达到三
级医疗机构的起付标准后，剩余的费用
按三级医疗机构50%的比例报销，所以
小李本次可报销普通门诊费用（900-
300）×50%=300元。

这样，小李再到其他的普通门诊定点
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符合医保
政策规定的费用均可按就医医院级别报
销，直到达到年度最高报销限额为止。

职工普通门诊报销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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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果胶成烟台网红
提起果胶，许多市民不知道

果胶是干嘛的。因为果胶主要
出口，只有熟悉果胶的人从内部
渠道购买。直到去年安德利果
胶公司与《烟台晚报》联合宣传，
才使果胶成为“烟台网红”，求购
者趋之若鹜。

喝一袋果胶等于吃了20个
苹果的膳食纤维。现在国人养
生意识越来越强，果胶这种好东
西可不能只给外国人，咱们烟台
市民也得享受一下烟台苹果的
精华——天然果胶益生元。于
是家里有老人肠胃不舒服的买
果胶，小孩不爱吃饭的买果胶，
应酬喝酒的人餐前喝果胶，甚至

长期便秘的人，喝上一杯就舒
服，果胶已成烟台市民招待贵宾
的地方特色饮品。

神奇的血糖、血脂测试
血糖实验：果胶在国外用于

糖尿病的辅助治疗，是天然的降
糖食品，为此我们组织了一个血
糖测试，先测空腹血糖，服用一
袋果胶 20 分钟后再测，其中
80%的测试者血糖指数不同程
度地下降，最大降幅从8.2降至
4.9！

降糖原理：国际公认果胶在
体内可以与碳水化合物粘合，有
效延长其分解和吸收，所以每天
吃15克果胶可以延缓糖尿病人
对糖的吸收，降低血糖峰值，让

糖尿病人更加安全地吸收和利
用食物营养。

胆固醇实验：欧洲食品安全
局（EFSA）对于血脂中的“坏胆
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进行了一次临床实验，在7项研
究的分析中（其中有1项是针对
糖尿病患者），平均每天吃2.2-9
克果胶，对低密度脂蛋白有“显
著的降低作用”。

高血脂既常见又可怕，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
是心血管病的元凶，能导致各种
血管斑块和心梗、脑梗，血脂高
的危险性更大，他汀类和阿司匹
林有显著的肠胃副作用，安德利
果胶益生元才是真正的“血管清

道夫”。
润肠通便试验：烟台中西

医肛肠医院与安德利集团及
《烟台晚报》共同发起的试饮活
动，先期购买安德利果胶益生
元都附赠3天用量的赠品，用赠
品润肠通便如果无效可以全额
退款。结果无一退款，还有人
打电话感谢医生推荐了安德利
果胶益生元，解决了他多年的
便秘问题。

很多心梗猝死的案例都发
生在厕所里，便秘可谓小问题大
危险，吃果胶益生元是目前比较
安全的通便方式，它润肠又不伤
肠道，通便又不会便溏，是便秘
患者比较安全的润肠方式。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现推出
特惠活动，

福利一：
全国统一价：160元/盒
买3赠1（480元/4盒）
买5赠2（800元/7盒）
买7赠3(1120元/10盒)
买10赠5（1600元/15盒）
活动时间：6月23日-7月

26日
福利二：前20名消费者免

费赠送价值66元电动搅拌杯一
只，喝果胶更方便。

福利三：烟台市区送货上门
或顺丰包邮到家。

客服电话：6829989
17616278806

去年的“果胶网红”现今怎样？——安德利果胶疯抢现象仍在继续

新鲜槐花蜜、油菜花
蜂皇浆、二日龄蜂乳到货
了，欢迎选购，持有天一
购物卡和优惠卡的老客
户均有优惠。二日龄蜂
乳是一种罕见的延年强
身祛病的蜂产品。

天一蜂业

地址：烟台市南大街116号
（亚细亚大酒店附楼、文化宫篮球场东）
电话：6641808 13806388092
二马路店：天鸿凯旋城交通银行往西50米
电话：15106558652

本报讯（YMG全媒
体记者 纪殿国 通讯员
孙成飞 摄影报道）6月20
日凌晨3点，烟台市莱州
消防接到报警称：永安路
街道公安小区一独居老
人被困家中，其亲属请求
开门。

接警后，云峰路消防
救援站立即出动，赶赴现
场。到达现场后，经了解得
知，被困老人独自居住,于
凌晨2点给其儿子拨打过
两次电话，但由于儿子熟睡
未能及时接听。儿子回拨
过去，未有人接听。儿子
害怕老人出什么意外，于
是，拨打119请求开门。

为避免惊吓到独居老
人，破拆入户门的方案被

否定。消防救援人员经过
和家属沟通后，决定从阳
台进入家中，从里面把门
打开。消防救援人员进家
后，发现老人正在睡觉，
安然无恙。原来，老人为
了安全在睡觉前反锁了
门。因为年纪太大了，耳
朵不好使，又睡得比较
沉，所以就没有听到电话
铃声和敲门声。老人安然
无恙出现在大家面前，是
大家都想看到的结果。

烟台消防温馨提示：
要关爱身边的独居老人，
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时常
联系，掌握好老人的身体
状况，避免发生意外。如
遇紧急情况可拨打119请
求救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衣宝萱）昨日，记者
从烟台市医保局获悉，市政府办公
室出台文件，今年7月1日起，烟台
市将启动实施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
筹制度，将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减轻参保人门
诊医疗费用负担。

参保职工普通门诊看病可
以报销

自2022年 7月1日起，参加我
市职工医保且正常享受待遇的人员
（含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工医保普
通门诊统筹保障。参保人在我市职
工医保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发生
的符合医保政策规定的普通门诊医
疗费用（参保职工发生的符合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服
务设施目录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
医保报销。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一级及以
下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 500
元，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
为800元。参保人年度内变更定点
医疗机构的，起付标准累计不超过
800元。

在职职工在一级及以下定点医
疗机构报销比例为70%、二级定点

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60%、三级定
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50%。退休
人员的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提高5
个百分点。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在职职工
和退休人员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的最
高报销限额为1800元，2022年为
900元。

就医实行定点管理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实行定

点就医，参保人应在我市职工医保
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实名制就
医，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
诊医疗费用不予报销。参保人可以
关注微信公众号“烟台市医疗保障
局”或登录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官方
网站查询全市职工普通门诊定点医
疗机构名单，参保人可开通医保电
子凭证，看病购药扫码支付，无需持
社保卡或身份证。

需及时足额缴纳职工基本
医保费

享受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保
障的前提是参加我市的职工医保并
正常享受待遇，因此，提醒参保单位
和灵活就业挂档缴费人员每月及时
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保费，以免影
响参保人享受医保待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鲲 吕金滙 通讯员 高亚楠）烟台晚
报“老于帮办”进社区活动受到广大
市民欢迎。为配合新冠疫情防控工
作，今年上半年的社区活动一度按下
暂停键。从本周开始，“老于帮办”进
社区活动重新启动，明天上午，活动
第294站将走进芝罘区世回尧街道
惠安社区。届时，“老于帮办”栏目记
者将和晚报城市服务联盟单位志愿
者一起，与市民面对面，倾听市民烦
心事，帮助市民解难题。活动地点在
惠安小区健身广场，时间是上午8点
半-11点。

本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为市民
朋友带来了更多的实惠和更周到的
服务。千北造型年轻的美发师们应
邀来到活动现场，为社区百姓义务剪
发，大家可以根据到场顺序让美发师
为自己剪出心仪的发型。如今市民
家中大小家电种类繁多，一旦坏了不
知找谁修理，晚报特邀“老于帮办”栏
目帮办员孙德荣老人，他将到现场为

市民修理各类家电和日用品；志愿
者李肇平老师也应邀参加本期活
动，他将帮助大家维修缝纫机等物
品。烟台市慈善总会情暖万家服务
队也派出自己的志愿者队伍，市民需
要生活类服务，可以到他们的摊位前
咨询。

健康义诊最受老年朋友欢迎。
爱尔眼科医院专家教您如何保护视
力，并为市民免费检查各种眼部疾
患；洛神口腔专家莅临现场，为您检
查口腔，教您如何保护牙齿；立健大
药房志愿者现场为市民测量血糖血
压，讲解保健养生常识。魏氏青紫堂
工作人员现场为百姓进行骨密度检
查，并且为各类骨病疼痛患者赠送魏
氏正骨青紫堂膏药。惠耳听力北马
路店听力专家将携带专业设备在现
场为听力障碍人士免费检测，他们还
为大家免费做外耳道健康检查。

法律问题是市民关注热点，明天
上午，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王智光律
师将亲临现场，为市民提供法律援

助，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现场
咨 询 。 近 期 有 不 少 市 民 致 电
6601234，需要保洁员、钟点工、保
姆、育婴师等，本周“老于帮办”栏目
特邀恒誉家政公司工作人员，他们
的志愿者将在现场接受市民咨询，
您有家政方面的需求可与他们联
系。

红社·民购新媒体电商平台还将
携鲁花等优质商家现场为居民带来
优惠福利。

温馨提示

其他社区居民可乘坐44路、46路、
59路、73路、80路公交车到惠安小区站
点下车。

由于每期活动现场人员较多，建议
大家把反映的问题提前写到纸上，这样
可提高效率。

为了大家的健康，参加活动的市民
和志愿者请自觉佩戴口罩，保持一米安
全距离。所有到场人员请自觉扫描场
所码。

烟台职工门诊医疗费纳入医保报销
7月1日启动实施

“老于帮办”进社区第294站明天到惠安社区
地址：惠安小区健身广场 时间：上午8点半-11点

儿子联系不上独居老人报警求助

消防员从阳台进家
发现老人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