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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统一城乡医保药品目录我省明年全面实施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为困难群众“定制”医保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30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根据国家和我省整合城乡居民医
保的要求，我省对现行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了
调整，以实现医保药品目录在全省范
围内统一。

据了解，我省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遵循“有扩有控，适度从宽”的原则，将
新农合目录收录而城镇医保目录未收
录的药品或剂型，增加进新目录；对二
者同时收录但“备注”中限定支付范围
不一致的药品，则拓宽了限定支付范
围。

记者梳理发现，新医保药品目录
增加了罗红霉素氨溴索口服常释剂
型、华蟾素口服液、复方鲜竹沥、心舒
宝胶囊等 131个药品品种或剂型，支
付类别均为乙类。其中，原属新农合
目录甲类药品的，不设置首付比例；原

属新农合目录乙类药品的，首付比例
按20%执行。

新目录还拓宽了卡泊芬净注射
剂、清开灵注射液等39个药品“备注”
中的限定支付范围。其中，对旧版目
录中部分乙类药品，取消了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的支付限制，例如米非司酮
调整后不再限生育保险、甘氨双唑钠
调整后不再限工伤保险等；取消清开
灵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甲类药品“限
二级以上医院使用”的限制。

此外，对新农合目录中属甲类而
城镇医保目录中属乙类的药品，其支
付类别统一规范为乙类，但不再设置
首付比例，包括庆大霉素口服常释剂
型、双黄连口服液、罗通定等180种。

本次调整后的药品目录，适用于我
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新目
录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②7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1 月 30
日，全省小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点
推进工作现场会在淮滨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滑县、延津县、
淮滨县等8个县（市）列为小麦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试点县（市），各试点县
（市）共落实优质专用小麦 230万亩，
其中政府主导示范基地 175万亩，已
落实订单收购195万亩。

今年全省农业结构调整暨三秋生
产现场会提出“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推进优质
专用小麦发展。我省将滑县、永城、延
津、内黄、濮阳县、浚县、淮滨、息县等8
个县（市）列为试点县（市）。8个试点县
（市）研究制订当地小麦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方案，通过多种形式，给农民讲政
策、算细账，广泛调动农民发展优质专用
小麦的积极性，并建立了政府主导的示

范基地，带动优质专用小麦整体发展。
据悉，省农业厅拿出4200万元绿

色高产高效创建资金，各试点县（市）
在此基础上安排资金3769万元，支持
优质专用小麦发展。

为提高产业规模化程度，各试点
县（市）依托基层组织，充分调动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基层村组
的积极性，实现整村、整乡、整县推进
优质专用小麦发展。省农业厅组织编
印了优质强筋、弱筋小麦等主导品种
的栽培要点，并成立了8个小麦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试点工作专家服务团，包
县开展技术指导。

目前，各试点县（市）立足产业发
展，积极引导企业与种植户签订订单
协议，并以高于市场价格 10%左右的
价格进行收购，推动产销衔接，探索优
质优价机制形成。③7

本报讯（记者 谭勇）11月 29日至
30日，以“新理念、新动力、新发展”为
主题的“河南省房地产创新大会”在郑
州举行，河南省房地产业协会在会上
公布了19个“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
创新奖”和 21个“河南省房地产绿色
项目奖”。

今年 6月份以来，我省房地产开
发投资、新开工面积、到位资金、土地成
交价款等指标持续走高，特别是郑州楼
市交易火爆，带动全省商品房销售快速
增长，房价出现过快上涨的风险。为保
持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10月份郑
州市重启限购并收紧信贷政策。调控
政策出台后，郑州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速出现回落，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持续走高的态势也有所减缓。

会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
志峰作了主题为“房地产创新和发展
方向”的致辞演讲。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王清勤、全国智能建筑及
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马虹等与会嘉宾，分别围绕绿
色建筑、发展装配式建筑、用标准支撑
智慧社区、成品住宅发展趋势及百年
住宅等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据悉，本次大会由河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主办，河南省房地产业协
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住宅技术委员
会承办。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11 月 30
日，省国开行与周口市就支持该市脱
贫攻坚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按照协
议，省国开行将协同周口市扶贫办、财
政局，协助各贫困县打通融资渠道，以
周口市财政局下属的农业发展投资公
司为抓手，搭建扶贫基础设施市级统
贷机制。

市级统贷机制，即各县通过政府
采购模式，“市统贷、县分采、市级财政
增信”，批量推进各贫困县基础设施建
设，当各县财政不能按期还款时，由市
财政局扣收各县财政结算资金补齐。

周口有 7个贫困县，扶贫任务艰

巨，县域道路、管网和农村垃圾收集、
村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
大，但各贫困县普遍缺乏融资渠道和
项目包装经验。为助力该市脱贫攻
坚，此次省国开行与周口市加强合作，
目的就是要确保各县“借好”“用好”

“还好”扶贫基础设施专项贷款。
当天，双方签约的项目为该市扶

贫基础设施第一批统贷项目，共涉及
扶沟、西华、沈丘、郸城、太康5个贫困
县 6个项目，合同金额 15.17亿元，近
期将到位资金7.4亿元。据悉，这是我
省成功落地的首个市级扶贫基础设施
统贷案例。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陈
栋梁）“我承诺坚决抵制假冒伪劣产品
的经营销售；承诺诚信经营，文明服
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11月
29日上午 9时，随着安阳市百名企业
家的庄严宣誓，该市“百企万家、诚信
我先行”守信联合激励活动在市民之
家广场拉开帷幕。

诚信企业、诚信家庭代表分别宣
读了《创建诚信企业承诺书》和《创建
诚信家庭承诺书》，青年志愿者宣誓承
诺积极参加“百企万家、诚信我先行”
的系列诚信实践活动和志愿者活动，

为诚信安阳建设多作贡献。
该活动由安阳市文明办、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工商联、团市委等 12家
部门联合主办，旨在积极响应中央信
用体系建设部署，建立安阳市守信联
合激励协作机制。活动启动后，300
名青年志愿者将深入全市各县（市）区
的企业、家庭，宣传普及守信激励、失
信惩戒措施，以及信用建设、个人征信
知识，让“百企万家”强化自身诚信意
识，塑造诚信形象，去感染、带动身边
的企业和群众，形成“褒扬诚信、惩戒
失信”的良好社会氛围。③7

□本报记者 王平

为着力解决困难群众因贫看不起
病、因病加剧贫困问题，使大病患者得
到及时有效救治，省政府常务会议近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记者 11月 30日获悉，根据部
署，从2017年1月1日起，我省将全面
建立覆盖所有困难群众的大病补充医
疗保险制度。

给困难群众“定制”医保

根据最新统计，在我省建档立卡
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高达42%，个别地区已超过50%。而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是在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的基础
上，对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的大病患
者发生的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
一项制度，也是精准实施医疗卫生脱
贫攻坚工程的重要内容。

“与属于‘普惠制’的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不同，大病补充保险
是‘特惠制’，即针对困难群众等特殊
群体建立的补充医疗保障。”省医改办
专职副主任张若石说，通过开展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我省将为困难群众建
立起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
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构成的完善
的医疗保障体系，这项制度设计在国
内尚无先例，是我省对全民医保体系
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创新与探索。

据介绍，大病补充保险的保障对
象为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和城镇
特困人群等困难群众，保障对象需由

扶贫办与民政部门共同界定。

花得越多 报得越高

我省大病补充保险将采取政府出
资购买服务、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的方式
运行。2017年，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将按
照每人年均60元的标准筹集资金。按
此标准，困难群众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
例能够达80%左右，高于普通城乡居民
约10个百分点。

困难群众患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
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按规定报销
后，将由大病补充保险对个人负担的合
规医疗费用再次给予报销。“目前大病
补充保险的报销范围与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一致，以后将适时把没有列入医保
目录但治疗必需的费用纳入报销范
围。”省医改办综合组处长赵丽娟说。

考虑到困难群众收入偏低，大病补
充保险的起付线暂按 3000元标准设
定，并按照自付合规费用高低实行分段

报销，原则上“花得越多，报得越高”。
具体报销比例为：3000元以上～5000
元部分按30%的比例报销，5000元以
上～1万元部分按 40%的比例报销，
1万元以上～1.5万元部分按50%的比例
报销，1.5万元～5万元部分按80%的比
例报销，5万元以上按90%的比例报销。

那么，如果困难群众住院看病，经
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剩余自
付合规医疗费用低于起付线3000元，
该怎么报销？赵丽娟解释说：“只要是
在一个年度内，累计超过3000元的合
规自付费用，就可享受大病补充医保
报销，报销限额不设封顶线。”

省级统筹 合理控费

为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相衔接，
我省大病补充保险将实行省级统筹，并
实现信息对接、统一经办、即时结报。

在保障困难群众医疗需求的同
时，我省把合理控制医疗费用作为整体
制度设计的关键一环。一是实行“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制度，按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的顺序逐渐转诊；二是通过开
展健康签约服务，由签约医生团队提供
基本的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
务；三是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规定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
不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医疗费用，
分别不超过医疗总费用的2.5%、10%、
20%，超出部分由医疗机构自行承担，
且不计入大病补充保险报销范围。

同时，我省还将强化对医疗机构
的监管，切实保障医疗费用的合理利
用。②7

□本报记者 陈慧

林业建设是事关生态文明的根本
性问题，而科技创新在助推林业发展
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十二五”期间我
省林业科技取得哪些成绩、存在哪些
短板、未来如何发力？11月 30日，记
者从全省林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
今后五年,全省林业科技创新将有大
动作，到 2020 年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70%以上。

新技术新品种美化家园

在全省林业科技创新大会上，河
南林业职业学院研发的矮化密植果林
多功能机器人的才艺展示让与会人员
啧啧称赞。这台林业特种机器人能实
现 5公里远距离遥控，作业误差不超
过 2厘米，不仅让果农减轻了劳动强
度，还避免了被农药伤害。

“互联网+林业特种机器人”的研
制是我省林业科技创新工作的一个缩
影。过去五年，我省共培育林木新品

种和良种 202个，新造林良种使用率
达到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
同时，我省与林业院校、科研单位的科
技创新合作进一步深化，科技成果
转化成效不断提高。如“花木之都”鄢
陵县选育、引进和推广花木新品种

120多个，在国内首创了腊梅组织培
养快速繁殖技术，花木产业成为当地
支柱产业；灵宝市德汇高原杜仲种植
有限公司研发的杜仲胶、杜仲籽油、杜
仲雄花茶精炼工艺，拥有 9项发明专
利，相关产品畅销国内外，杜仲产业已
成为灵宝的一张新名片。

为了使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
生产一线，我省不断完善科技推广体
系，已建成林业科技示范基地 200多
个，推广面积 180 多万亩，示范推广
林木良种 156 个，推广适用新技术
122项。

科技兴林空间大

随着生态文明日益受到重视，人
们对林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这些都对林业科技创新提出了
新要求。

据了解，目前我省森林覆盖率在
全国排名第20位，人均森林面积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森林资源总
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每公顷

森林蓄积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2.3%，还有 50多万公顷宜林地立地
条件差、造林难度大，迫切需要林业科
技创新突破关键技术，增加资源总量。

需要正视的是，目前，我省林业科
技工作还存在诸多困难。省林业厅科
技处负责人说，我省森林资源高效培育
技术、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修复等林业基础性研究和关键技术
亟待突破，林业科技人员数量少、投入
不足，新技术普及、科研成果转化和科
技贡献率偏低。

为补上林业科技短板，未来五年，
我省将把林木良种使用率提高到
75%，建立健全新型林业科技推广体
系，建设一批科技示范基地和示范园，
建立集科技成果征集、遴选、展示、共
享于一体的功能化信息服务平台，实
施“互联网+林业科普”行动……

省林业厅厅长陈传进说，争取到
2020年，全省要建立起运行高效、支
撑有力的林业科技创新体系，为建设
美丽河南、装点居民生活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②9

我省积极推进小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8试点县（市）种植优质小麦230万亩

河南省房地产创新大会举行

周口率先搭建扶贫基础设施
市级统贷机制

安阳市启动
“百企万家、诚信我先行”活动

202 个

过去五年，我省共培育林木新品种
和良种202个，新造林良种使用率
达到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80 多万亩

我省已建成林业科技示范基地
200多个，推广面积 180多万亩，
示范推广林木良种156个，推广适
用新技术122项

到2020年,林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70%以上

全省林业科技创新将有大动作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11月 30日，郑州空港跨境进口商品直购中心新增
一批进口特色商品。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
空港跨境进口商品直购中心是我省最大的O2O电商平
台和线下跨境商品展示交易体验店，目前商品种类已突
破10万种，汇聚了全球500多个著名品牌。该中心自今
年2月17日试营业以来，销售额达7800万元。⑨7

▲营业员正把新到的进口商品上架
▶顾客在挑选化妆品

是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
病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对困难群众
等特殊群体的大病患者发生的医
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
度，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扶贫办与民政部门共同界定的困
难群众）

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城镇特困人群等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困难群众有了“定制”医保

哪些人能受益

起付线3000元

● 3000元以上～5000元部分
报销30%

● 5000元以上～1万元部分

报销40%

● 1万元以上～1.5万元部分
报销50%

● 1.5万元以上～5万元部分
报销80%

● 5万元以上部分
报销90%

每人年均60元咋收费

咋报销

（报销限额不设封顶线）制图/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