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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看病贵”问题
有望得到改善，我省公立医院收费方式
迎来重大变革——改“按项目收费”为

“按病种收费”。1月2日，省发改委、省
卫计委、省人社厅联合下发《关于推进
按病种收费改革工作及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即日起在全省
公立医院启动按病种收费改革，这意味
着全省公立医院将实现首批 142个病
种收费同价。

目前，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主要是
按项目收费，患者就诊所涉及的服务项
目少则十几项，多则上百项，使“重复检

查”“过度医疗”和“乱收费”有了运作空
间，也给行业监管和社会监督带来很大
困难。

按病种收费属于“打包式”收费，
包含患者从确诊入院到按治疗临床路
径规范达到临床疗效标准所发生的诊
察、治疗、麻醉、手术、护理、检查、检
验、床位、药品及医用材料等各种费
用。如实际费用高出病种费用标准，
高出部分由医院承担，患者和医保基
金不再付费。

根据国家遴选的 320个病种和日
间手术病种目录，我省初步遴选了142

个病种供各地开展按病种收费工作时
选择，主要是常见多发病种，如白内障、
冠心病、急性阑尾炎、骨折等，其收费标
准也执行统一价。

患者就医流程有何不同？《通知》
指出，医疗机构要对接诊患者实行首
诊负责制，凡能够开展的病种，均应实
施按病种收费，医疗机构无需向患者
出具医疗费用清单和住院费用一日清
单。

医保支付政策如何实施？《通知》指
出，医保基金对超出病种收费标准外的
费用不再支付。如患者选择可另行收

费的医保目录内医用耗材，在设定的最
高支付限额内的费用，由个人和医保基
金按规定标准结算。

《通知》还要求，医疗机构对纳入按
病种收费管理的病人，应严格执行国家
诊疗技术规范，确保医疗服务质量，不
得避重就轻，不得推诿患者，不得简化
诊疗过程、分解住院次数，不得变相收
取其他费用，不得降低对患者的医疗服
务量。各级医疗机构要在显著位置公
示按病种收费的病种名称、收费标准等
信息，使群众及时了解按病种收费政
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2日，
省公安厅发布消息，2017年，全省共
有23名民警因公牺牲，2名民警被公
安部授予公安系统二级英模，2个集
体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37人
荣记个人一等功、234人荣记个人二
等功、2500 人荣记个人三等功、
4700人荣获嘉奖。

据省公安厅统计，2011 年以
来，全省公安机关因公牺牲的民警
人数分别是：2011 年 22 人、2012
年 32人、2013年 22人、2014年 28
人、2015 年 27 人、2016 年 23 人、
2017年 23人。根据全省公安民警
因公伤亡情况调查，因公伤亡主要
原因有遭受暴力袭击、积劳成疾和
交通事故，列前几位的警种是：派
出所民警、交警、刑警、治安警和消
防警。

为了深切缅怀英雄、更好地激

发社会正能量，近年来，省公安厅党
委高度重视基层民警的身心健康问
题，综合运用政治建警、改革强警、
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五
大保障”，用事业激励警心、用关爱
温暖警心、用待遇勉励警心，不断提
高公安机关的凝聚力、战斗力。此
外，先后出台多项从优待警、抚恤救
助、英烈关爱等政策举措，帮助因公
牺牲、因工受伤致残、特困民警及家
属解决实际困难。

此外，省公安英烈基金会通过
组织开展“英烈子女夏令营”“英烈
子女助学”等活动，让英烈子女健康
快乐成长。从2000年开始，省公安
厅每年都要组织符合条件的公安英
烈子女参加公安院校保送生考试。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近百名公安英
烈、英模子女通过考试，被保送到公
安院校。③6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去年一年来，雾霾、干热风、龙卷
风、连阴雨……哪些天气事件让您印象
深刻？2017年12月29日，河南省气象
局公布了2017年河南十大天气气候事
件。其中，2017年初冬春雾、霾排第一
名，秋季连阴雨排第二名。

据了解，2017年全省平均气温为
15.8℃，较常年偏高1.0℃，为1961年以来
最高值；平均降水量为771.9毫米，较常年
偏多5%，属正常年份；平均日照时数为
1997.2小时，较常年偏多14小时。年内四
季气温均偏高，其中冬季和春季气温分别
偏高1.9℃和1.5℃，均为1961年以来同期
第二高；降水量冬季和秋季分别偏多57%
和70%，均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9多。

2017年河南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公
布：

1. 2017 年初冬春雾、霾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和空气质量

2017年初冬春季全省多次出现大
范围雾、霾天气，2017 年 1 月 1 日~3

日、8日~10日、17日~18日和 23日~
29 日省会郑州均为重度以上空气污
染；2月 4日~5日全省出现大范围雾、
霾天气，2月 4日上午我省中部大雾最
小能见度不足100米，2月 5日全省18
个省辖市除信阳外，其余均为重度及以
上等级空气污染，其中豫中、豫北的大
部分地市为严重污染。

2. 近 10 年最严重秋季连阴雨影

响秋收麦播

2017年8月28日~10月19日，我省
出现近10年来最严重的持续阴雨天气过
程，降水日数为1961年以来同期次多值，
924.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31.2亿元。

3. 2017年初大范围寒潮暴雪席卷

全省利大于弊

2017年2月20日~22日，全省出现
大范围寒潮、雨雪天气，沿黄及其以南地
区出现大到暴雪，其中黄淮之间部分县
市出现10毫米以上暴雪，造成部分高速
公路实行短时间交通管制，但有利于大
田土壤增墒蓄墒和空气自洁能力提升。

4. 2017年 5 月多年少有干热风灾

害影响小麦灌浆

2017年5月全省先后出现3次干热风
天气过程，仅次于1965年，居1961年以来
第二位。干热风天气造成部分地区麦
田灌浆速率降低，灌浆时间缩短，成熟期
提前，但对全省小麦丰产大局影响有限。

5. 2017 年 5 月下旬全省大范围大

风降雨天气造成农作物严重受灾

2017年 5月 22日~23 日，豫北和
中东部地区有 12个省辖市的 48个县
（市、区）共325个乡镇相继出现大风和
强降雨天气。这造成部分农田积水，即
将成熟的小麦出现倒伏，豫北部分小麦
正处于灌浆期，减产面积较大；焦作山
药、药用菊花、果园损失严重。

6. 2017年“7·18”豫西暴雨造成山

洪泥石流灾害

2017年7月18日，我省豫北、豫西
和豫西南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过程，嵩
县和宜阳县突降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2700万元。

7. 2017年 7 月上旬豫东遭遇龙卷

风袭击

2017年7月5日~6日，河南省出现
一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6日下午我
省周口、商丘部分县(市)遭受龙卷风袭击，
造成房屋、树木、蔬菜大棚以及高压线
路、变压器、围墙等受到不同程度毁损。

8. 2017年 8 月中旬全省出现当年

最强区域性暴雨

2017年 8月 18日~19 日，全省出
现当年最强的区域性暴雨天气，新安降
水量突破建站以来8月历史极值，漯河
降水量为建站以来8月历史第二多值，
强降水导致多地农作物受灾，城市内涝
严重，部分区域停水停电。

9. 夏季高温日数多持续时间长

2017年，全省平均高温日数（最高
气温大于等于35℃）为24.1天，较常年
偏多10.8天，为1961年以来第7多。

10. 2017 年 7月底强降水造成多地

城市内涝

2017 年 7月 30日，南阳、郑州、开
封、新乡一带局部出现暴雨过程，导致城
市内涝，过往车辆抛锚，交通大面积拥
堵。③7

我省公立医院收费方式将迎重大变革

收费“按病种”“打包”少花钱

2017年河南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公布

有“雾”有“雨”又有“风”
去年全省23名民警因公牺牲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在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三周年之际，为
充分展示我省在南水北调工程中
的文物保护成果，由省文物局、郑
州市文物局主办的“长渠缀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
护成果展”，1月 1日在郑州博物馆
开展。

我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经
线路最长、涉及面积最大的省份，为
保证工程进度，我省组织人力物力
在工程沿线369处文物点进行了为
期10年的文物考古发掘，抢救保护
了10万余件珍贵文物，取得了多项
重要成果，多项发现填补了历史空
白。此次展览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由南而北的流向，对库区及干渠
沿线南阳、平顶山、许昌、郑州、焦
作、新乡、鹤壁、安阳等 8个地市的
出土文物进行集中展出，展出文物
近万件，带领观众探寻南水北调工
程背后的“文物王国”。

此次展出的文物从旧石器时代
一直延续到明清，序列完整。值得
一提的是，展出文物很多来自“明星
遗址”，如新郑唐户史前聚落、荥阳
关帝庙商代遗址、荥阳娘娘寨西周
古城、新郑胡庄韩国王陵、鹤壁刘庄
先商墓地、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
这些考古发掘均曾入选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外，展出文物不仅量大，而且
很“新鲜”。“一般我们在博物馆看到
的文物，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
前发掘的，1990 年以后的很难看
到。而这次展览展出的文物，全都
是最近 10年的新发现。”郑州博物
馆研究部主任汪培梓说，文物的清
理、修复和整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
程，这批文物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呈现在公众面前，特别不容易。

据悉，该展览将作为郑州博
物馆的常设展览，免费对公众开
放。③6

南水北调河南段文物保护
成果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