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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明年起，我省将全面实施统一的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11月29日，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做
好我省城乡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
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重特大疾病保障
待遇水平，儿童白血病、肺癌等 33个
住院病种和终末期肾病、血友病等10
个门诊病种将纳入首批全省重特大疾
病保障范围。

哪些“大病”可以报销

“重特大疾病，是指‘诊断明确、治
疗规范、疗效确切’的大病。”省人社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能够纳入医保报
销的重特大疾病，需具有规范临床诊
疗路径和质量控制标准，且在治疗过
程中，个体费用清楚、差异较小，支付
标准易于确定。

根据以上标准，我省在原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单病种结算管理和
原新农合实行重特大疾病保障管理的
病种基础上，确定了第一批医疗保障重
特大疾病。其中，住院病种包括儿童白
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33个，门诊病种
包括终末期肾病、血友病等10个。

上述保障病种实行动态管理。纳
入全省重特大疾病保障范围的门诊病

种，不再同时纳入各地门诊重症慢性
病病种范围。

按照《通知》，我省重特大疾病医
疗保障实行单病种结算管理。其中，
对住院病种实行限价管理，对门诊病
种实行限额管理，例如 6岁以上血友
病患者治疗费用最高报销8万元。一
个参保年度内，重特大疾病住院病种
患者同一种疾病限享受一次报销政
策，但14岁以下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和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不
受报销次数限制。

治疗重特大疾病发生的医疗费用
均不设起付线。住院治疗的，在省、
市、县级医疗机构限价范围内的医疗

费用，由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分别
按 65%、70%、80%的比例进行支付，
超出限价标准的医疗费用由定点医疗
机构承担；门诊治疗的，在统筹基金限
额标准内，腹膜透析补偿比例为85%，
其他门诊病种补偿比例为80%。

“大病”报销如何管理

根据《通知》，城乡居民重特大疾
病医疗保障实行定点救治。省级医保
经办机构确定各病种异地就医即时结
算定点医疗机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医保经办机构确定各病种本地定
点医疗机构。一个参保年度内，参保

患者可自愿选择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

重特大疾病患者在参保地确定的
医疗机构就医购药的，按当地相关规
定结算医疗费用；在省级异地就医即
时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的，只
需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其
他费用由省级医保经办机构通过省医
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平台与定点医疗
机构按月结算。

《通知》自即日起至 12月 5日在
省人社厅网站进行公示，公众有意见
或建议可向有关部门反馈。2017年1
月 1日，我省全面启动实施城乡居民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②7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宋
信严）“真没想到，不用跑腿，就能在网
上申请立案了，法院的便民措施真周
到。”11月29日，原告刘某接到法院网
上立案成功的短信提醒后，连忙来到
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在办理缴费手续
时不住地感慨。

刘某与丈夫发生矛盾后，想到法
院起诉离婚。28日，她从律师那儿听
说，法院网上立案系统开通了，就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
登录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进行注册，

然后在系统的提示下，填写个人信息
和起诉书的相关内容并提交。

睢阳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在接到起
诉申请后，第一时间通过审判流程系
统进行审核，发现申请材料齐全，内容
真实，给予了“立案通过”的审核意
见。这也是全省法院受理的第一起网
上立案。

据了解，为减轻当事人诉累，睢阳区
法院积极响应省高院网上立案的新举
措，强化培训，指派专人负责网上立案
系统管理，确保网上立案无障碍。③3

本报讯（记者 董娉）为确保“公跨
铁”（跨铁路的立交桥和人行天桥）桥
梁行人上下桥和行车安全，今年11月
中旬，经省政府批准同意，由省交通运
输厅、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省公安厅、省铁路建设协
调办公室、武汉铁路监督管理局、郑州
铁路局、武汉铁路局8部门建立“公跨
铁”桥梁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11
月 29日上午，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省交
通运输厅召开，8部门负责人齐聚一
堂，商讨共治全省“公跨铁”桥梁安全
隐患问题。

据统计，目前我省“公跨铁”桥梁有
600多座，分属铁路、公路和地方政府

部门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
跨铁”周边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
是近几年，桥上坠物、超限车辆压断桥
梁、桥头边坡溜塌淹没铁路等事件时有
发生，造成列车阻断、中断或脱轨。

由于“公跨铁”桥梁涉及范围广、
管辖单位多，对于一些产权不明的问
题该怎么治？对此，联席会议要求，开
展联合督导检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
地“公跨铁”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同时开展
联合执法，对于“公跨铁”安全管理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如车辆超载、防抛
网脱落等问题，将集中时间、集中力量
依法进行整治。③3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11 月 28
日，经过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评
定专家组的书面审核和现场评定，温
县铁棍山药及其制品通过了国家生态
原产地产品保护专家组评定。

温县是铁棍山药的原产地。铁棍
山药堪称“四大怀药”之首，是温县特
色优势农产品。近年来，温县立足于
原产地优势，开展品牌宣传，扶持龙头
企业，加大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与监

管，已初步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格局。目前，温
县拥有铁棍山药省、市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9家，省名牌产品2个、省著名
商标1个，开发药品、休闲食品、饮料、
保健品等深加工产品50多个。

有关人士表示，此次温县铁棍山
药通过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评定，将
大大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品牌价
值及售价也能得到大幅提高。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11月29
日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下发扎实做
好冬季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紧急通知，为
我省冬季扬尘污染防治打出组合拳。

扬尘污染防治，源头是关键。我
省对各类施工扬尘源实行“一票停工
制”,即各类施工工地未能按要求完全
落实防尘、抑尘、降尘措施的,实行停
工整顿,直至达标方可复工。在清扫
污染物行动阶段和重污染天气管控期
间,我省明确提出，应停止开挖、回填、
场内倒运、掺拌石灰、混凝土剔凿等土
石方作业和城市建筑拆迁、建筑工程
配套道路和管沟开挖作业。因抢修、
抢险和重大民生项目确需土石方作业
时,应严格执行扬尘污染防治标准并
安排监管人员现场值守。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7 年 3
月15日，各市、县(区)停止审批建成区
内的新增拆迁项目作业和新增道路开
挖项目(重大民生项目除外)。

不放过一个“死角”，城市道路扬
尘治理也是“重头戏”。我省细化结冰
期和非结冰期冬季道路清扫方案,提
高道路机械化清扫保洁标准,采取对
路面清洗或加盖草垫并洒水抑尘的方
式进行，而对城区道路绿化带、树木及
道路两侧绿化区域实施喷灌降尘作
业。全面清洁商业街道、广场,彻底清
除护栏下和道牙石周边泥土、下水道
的淤泥,对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城
中村等区域生活垃圾进行清除,全面
清理整治各类卫生死角,及时清理、清
运落叶和垃圾,坚决禁止焚烧垃圾和

树叶等行为。
不仅如此，我省下“狠手”整治物业

小区和公共设施扬尘污染。据了解，我
省要求规范装饰材料和装修垃圾的搬
运与堆放，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楼宇尽
可能地进行立面清洗和楼顶保洁,楼顶

“以克论净”值不得超过5克/平方米,楼
梯扶栏、天台、公共玻璃等保持洁净;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黄土裸露情况进行
全面整治,该补栽补栽,该硬化硬化。
此外，城市公交车站牌、人行道、交通护
栏、双黄线、果皮箱、路灯杆、雕塑、街沿
石、广告牌等公共设施都要清洗。

我省还要求加强渣土清运和消纳
场扬尘管控，并做好扬尘污染应急预
案制订工作,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确
保应停必停。

为确保扬尘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实效，我省重点督查中小企业，重点督
查基础开挖、土石方作业、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拆迁(拆除)工程、渣土运
输车辆；在区域上，重点督查城中村改
造、城乡接合部、城市郊区；在时间段
上，重点督查23:00至次日凌晨5:00
期间的施工现场和渣土运输车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已经向各省辖市、直管县(市)
派驻扬尘污染防治督查组,采取驻守
督查和暗查暗访等方式,对扬尘问题
严重或整改不力的企业和责任人,依
法严厉处罚;对工作落实不到位、扬尘
问题反弹严重的相关部门和负责人,
进行约谈、公开曝光,并提请省、市纪
检、监察部门问责。②9

我省受理首例网上立案

8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集中整治“公跨铁”桥梁安全隐患

温县铁棍山药
获原产地产品保护评定

防治冬季扬尘 我省重拳出击

我省公布首批重特大疾病医保范围

33种“大病”住院可报销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月 29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2016年第二批
先进制造业大省专项资金暨省工业结
构调整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揭晓，中美
国际创业港人才培养基地等 13个项
目入选。

省工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重点支
持产业集聚区为重点集群招商项目所
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主要包括与集群招商项目配套的
供排水、供热、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
仓储物流、省级及以上检验检测中心、
专业市场等公共服务平台，职工培训、

职工活动中心等生产生活性服务设施。
据了解，此次入选的13个项目涵

盖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
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等4个人才培
养基地项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矿山提运系统关键设备检测平台等
6个创新平台项目，郑州高新科技企业
加速器开发有限公司郑州高新区省级
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服务集群中心
等3个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按照要求，第二批专项资金支持
项目要在今年年内开工，建设工期不
超过两年。③7

13项目获省工业结构调整资金支持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镇平县岁坡村是当地一个贫困
村。该村属黑土地，土壤的土层只有20
多厘米厚，下边全是料浆石。这里旱时
缺水，一下雨就涝，道路泥泞难行。近
年来，省接待办公室组成扶贫工作队与
这里结成了帮扶对子，该村的面貌发生
了很大变化。在今年的精准扶贫中，扶
贫工作队在帮助村里制定发展集体经
济试点项目的同时，为村里建起了文化
广场，修成了1000多米的水泥路，机关
干部还为贫困户学生上学、赈灾救济、
外出就业捐资60多万元。⑨7

权威 发布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11月29
日获悉，2016中国医院大会日前在北
京举行。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名优秀医院院长和5名突出贡献奖获
得者受到表彰，我省5人获得“2016年
优秀医院院长”称号。

这 5位院长分别是：河南省胸科
医院院长苑星，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
周崇臣，洛阳市中心医院院长李亚伟，

嵩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春生，濮阳县人
民医院院长李振华。

据介绍，中国医院大会是目前我国
医院管理行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
年度盛会，其宗旨是“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促进医院改革发展”。今年的会议
以“健康中国建设与医院改革发展”为
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位医院
管理者参加了此次盛会。③7

全国“2016年优秀医院院长”揭晓
我省5人获殊荣

岁坡村的
脱贫路

▲扶贫工作队捐资购买了服装、鼓镲，为村里组建起了锣鼓队

◀脱贫致富路子越走越宽，村民生活越来越好

11月 28日，安阳县瓦店乡大裴村小学三年级学生在新建成的教室内上
课。该村在县、乡两级教育部门的支持帮助下，村集体以及全体村民共同捐资
17.5万元，新建了教学用房及操场，全村34名小学生用上了宽敞明亮的教室，
有了安全舒适的课间活动场地。⑨7 王建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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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种包括儿童白血病、先天性

心脏病、唇裂、腭裂、肺癌、食管癌、胃

癌、急性心肌梗塞、乳腺癌、宫颈癌、重

性精神病等 33个

门诊病种包括终末期肾病、血友

病、Ι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再生

障碍性贫血、苯丙酮尿症等 10个

第一批医疗保障重特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