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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农民大病保障

□本报记者成睿智通讯员胡晓军薛寒

孟州市
17万农民告别苦咸水

记者观察 各地动态

《河南省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

障水平工作实施方案》于2012年12月25日

发布，今年3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一下子

把农民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范围从两种扩大

到20种，这对我省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个重

大喜讯。

其实，我省在2010年9月就开始在农村

试行大病保障，最初保障的病种有儿童白血

病和先心病，规定0岁至14岁的先心病和白

血病农村儿童，可享受70%的新农合报销和

20%的医疗补助。初步试点地区为11个县

市，之后，试点地区逐步扩大到全省。此次我

省将大病保障的范围扩大到20个病种，并增

加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这一种治

疗手段，大病保障的覆盖面扩展到所有参合

农民。

新增加的18个病种包括乳腺癌、宫颈

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唇腭

裂、急性心肌梗塞、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重

性精神病、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

等13个病种的18种住院治疗手段以及终末

期肾病、血友病、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Ⅰ型

糖尿病、甲状腺机能亢进、耐多药肺结核、再

生障碍性贫血7个病种的8种门诊治疗手

段。其中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耐多药肺结

核两个病种的治疗包括住院治疗和门诊治疗

两种类型。

省肿瘤防治办公室2012年初公布的数

字显示，我省是肿瘤高发省份之一，2011年

全年新发癌症患者有16万人，危害我省患者

的前四种癌症是胃癌、肺癌、肝癌、食管癌，乳

腺癌、结肠癌发病率也明显增加。在新推出

的18种重大疾病保障病种中，有5种癌症已

经被纳入保障范围。把这5种癌症纳入重大

疾病保障范围，同时发挥新农合、医疗救助的

协同互补作用，会极大程度地减轻重大疾病

患者的就医负担。

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病种的增加和保障

范围的扩大，将更加有力地造福参合农民，缓

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处长王耀平

说，实施参合患者大病保障的意义在于，患者

只需自付较少的费用，最低只有治疗费用的

5%，就能完成相应的治疗。就是说，除艾滋

病机会性感染的治疗外，所有重大疾病的救

治实行按病种限额付费，医疗费用按规定的

补偿比例予以补偿，不受起付线、新农合报销

药品目录和基本诊疗项目目录的限制；如果

参合患者家庭困难，只要患有规定的20种重

大疾病，就可以向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基金申

请治疗总费用15%的救助。

例如，家庭困难的参合患者患有乳腺癌，

在县级医院手术治疗实行7000元的封顶价，

其中新农合基金按照大病补偿报销80%，再

向医疗救助基金申请15%的救助，患者只需

自付5%，也就是350元。而对于接受慢性粒

细胞性白血病非亲属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市级医院封顶价32万元）的困难患者来说，

最多还可以报销27.2万元（不受新农合住院

补偿封顶线限制），自付费用仅4.8万元。

如果不幸患上了《方案》规定的疾病，需

要住院治疗时怎么办住院手续？省卫生厅农

村卫生管理处负责人说，先要到统筹地区新

农合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河南省农村居

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申请审批表”。县级医

院无条件治疗的，由县级医院在“申请审批

表”上签署转诊意见。重大疾病住院患者因

急诊无法进行正常审批的，可先到救治医院

住院治疗，并在3个工作日内补办审批手续。

新农合经办机构收到救治申请后，应及

时对患者参合身份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立

即办理审批手续。转诊至省、市级定点医院

救治的，同时办理电子转诊。然后，救治医院

安排院内专家组对患者进行复审，根据最终

诊断结果，对符合救治条件的患者安排入院

治疗。患者办理入院手续时，按照预计当次

住院个人自付医疗费用预交住院押金。患者

出院时，按照规定比例结清个人自付医疗费

用，新农合补偿费用先由救治医院全额垫

付。患重大疾病的困难群众，出院后持住院

收费票据、申请审批表（患者联）到统筹地区

医疗救助经办机构办理医疗救助手续。

符合门诊重大疾病救治条件的参合患

者，每年由参合所在地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

机构组织审核鉴定后，到具备相应病种治疗

条件的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结清全部

费用后，持有关票据和病历资料到所在统筹

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进行补偿。

需要提醒广大参合农民患者的是，按照

《方案》规定，所有重大疾病保障病种均实行

的是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按病种付费。除急

诊及重症精神病外，重大疾病患者未办理正

常审批转诊手续直接到省、市级救治医院住

院治疗的，或县级医院有条件治疗，但重大疾

病患者或家属坚持到省、市级救治医院诊治

并签字确认的，按《方案》规定比例降低10个

百分点予以补偿。此外，在一个参合年度内，

重大疾病住院患者同一种疾病限享受一次

《方案》规定的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再次住院

发生的医药费用，按统筹地区现行补偿方案

进行补偿。重大疾病患者自动出院、自行转

院或因出现严重并发症等原因退出临床路径

管理的，也按统筹地区现行补偿方案予以补

偿。

内乡县在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过程中，积极探索有效途径，

采用社会投资、农民出资和政府

补贴相结合的办法，在短短一年

时间里，建设了15个新型农村

社区。截至目前，这个县已经累

计投入各类建设资金2.89亿元，

建成和在建住房1849套，入住

农民320户。

内乡县在充分利用国家优

惠政策的同时，引导企业投资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不但解决了农

民居住问题，而且使入住的农民

能马上就业。余关乡的双林社

区由牧原公司和浩林公司建设，

同时在社区附近建设的大型养

殖业和薄壳核桃基地，就近吸纳

社区农民就业；板场乡东岭社区

由西安东湖旅游开发公司投资，

同时开发的让河景区使社区农

民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

（付建军）

省国土资源厅1月14日消息：截至2012年

年底，我省1491个乡镇完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

调查，这一数字占到全省1863个乡镇的80%。

去年我省开始对所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进行确权登记发证，确权过程需要地籍调查。据

介绍，截至去年12月31日，我省1491个乡镇、

35368个行政村完成了924020宗土地的地籍

调查，累计调查面积981.82万公顷，完成乡镇数

占全省1863个乡镇的80%。目前，我省159个

调查单位中有156个进展顺利。据悉，我省各地

地籍调查部门正在稳步开展成果公示、登记注册

发证、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待各地完成集体土

地所有权调查后，今年我省将开展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调查。

(记者高长岭通讯员王成文)

“舞台艺术送农民”活动是省文化厅、省

财政厅根据省委、省政府为民惠民有关活动

安排部署，于2008年共同启动实施的文化

惠民工程。该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共有8个

省直专业文艺表演院团，27个市级、136个

县级专业团体和近20个优秀民营院团参与

了该活动。五年来，省、市、县三级财政共投

入4731.4 万元，在全省1863个乡镇演出

9278场（不含各省辖市、县自行购买的演出

场次），受益群众达三千多万人。群众普遍

反映“看着得劲，但不过瘾”；而参与演出的

剧团想演，但觉得不划算。

据省文化厅文艺处负责人介绍，该活动

按照“政府购买，院团演出，农民受惠”的运

作模式，由政府采购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省、

市、县三级优秀艺术院团承担演出，按照全

省每年每个乡镇至少演出一场，免费送给广

大农民群众观看。每场演出，省、市、县三级

财政按照4∶4∶2的资金比例配套（省直管试

点县按照6∶4的资金比例配套），给省、市、

县三级演出院团分别按照1万元、5000元、

30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参与演出的优秀

民营艺术院团按注册地确定兑付资金标

准。省财政每年列入预算341万元用于活

动开展专项支出，市、县两级财政根据演出

场次和配套比例进行相应资金配套，每年以

政府购买的形式为农民免费送戏2000场以

上，并已形成长效机制。

这位负责人说，该活动受到广大农民的

热烈欢迎，但农民群众也普遍反映演出场次

太少，要求增加演出场次。他说，一个乡镇

每年一场，每场演出只能惠及人口相对集中

的一个行政村和相邻的自然村。我省有

47477个行政村，按2011年最多的演出场

次3138场计，看到演出的行政村也只占我

省行政村总数的6.6%。按行政区划较小的

漯河市为例，按平均每个乡镇15个行政村

计算，每个乡镇每年在不同的行政村演一

场，最后一个行政村要等15年才能轮上看

一场演出。

这边群众嫌不过瘾，那边演出剧团叫苦：

一个乡镇每年只演一场，演出成本高，补贴

低，不划算。2008年活动开始时，省级剧团

补贴1万元（省直剧团从2011年起提高为

1.5万元），市级剧团补贴5000元，县级剧团

补贴3000元。随着时间推移和物价上涨，交

通费、燃料费、服装费、食宿费等都已上涨，而

对演出团体来讲，从筹备到搭台，从化装到演

出，演出程序一样不能少，无形中增加了演出

成本；加上省里统一要求参演人数、演出阵

容、演出时间等必须达到相应的要求，交通、

食宿自理，不给当地农民群众增添负担。这

样算来，原定的演出补贴确实太低了。

省文化厅文艺处有关材料显示，每年省

“两会”期间，都有不少省人大代表、省政协

委员围绕该活动提出议案提案，反映农民群

众心声，建议增加演出场次，提高演出补贴

标准。目前，省文化厅已经建议，从今年起，

把省级剧团的演出补贴标准提高到2万元，

市级剧团的补贴提高到8000元，县级剧团

的补贴提高到5000元。据估算，如果每个

乡镇每年演出两三场，不但可以让广大农民

群众过足戏瘾，还可以解决演出团体演出成

本大的问题。

淅川县九重镇刘沟村六组

农民李恒喜，生于1952年5月，

今年正好六十岁，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庄稼汉，却领着国家财政发的两

份“工资”。

李恒喜的第一份工资是国

家对部分农村籍退役军人发放

的老年生活补助。李恒喜曾经

是一个有着7年军龄的老兵，后

来复员回到老家种地。2011

年，民政部出台《关于给部分农

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

助的通知》，规定自 2011年8月

1日起，对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

年龄在 60周岁以上（含 60周

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

助的 ，按每服一年义务兵役（不

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每人每

月发给10元老年生活补助。补

助款按季度发放，每季度发放一

次。李恒喜的情况正好符合这

项国家政策，他的军龄为7年，

按规定他每月可领到国家发给

的70元钱生活补助。

李恒喜的第二份工资是国

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

金。淅川县是我省开展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之一，

从2009年起该县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全面铺开。农民可以根

据自己的家庭状况，自主选择

适合自己的档次缴费，多缴多

得。那一年李恒喜57岁，他选

择了每年交100元的费率缴费，

在连续交了三年共300元的保

费后，从今年开始正式享受国

家养老金试点改革给自己带来

的实惠，每月可领到将近65元

的养老金。

省卫生厅副厅长秦省：为有效
解决农村居民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
问题，防止农村居民因重大疾病致
贫、返贫，2010年以来，我省提高
了农村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急性白
血病医疗保障水平。今年3月1日
起，在继续巩固儿童白血病、先天性
心脏病保障工作的基础上，把乳腺
癌、宫颈癌等18个病种相关治疗纳
入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范
围。通过按病种补偿和按费用补偿
相结合的方式，我省初步建立了农
村居民重大疾病保障机制。

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处
长王耀平：新增加18个病种的大
病保障工作即将开始正式实施，目
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纳入病种
的信息化联网部署。

孟州市中化、赵村、南嘴、武

桥等13个行政村的村民在前天

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孟

州市累计投资6017万元建设饮

水安全工程，使17万农民告别

了苦咸水，喝上了放心水。

孟州地处太行山南麓的黄

河冲积平原过渡区，有不少地方

的地下水在苦水区、高砷区，不

少农民长期饮用这种水后得了

病。近年来，孟州市高度重视农

村饮水工作，成立了水利、财政、

发改委等部门组成的农村饮水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先急

后缓、先重后轻、突出重点、分步

实施”的原则，全力推进农村安

全饮水项目建设进程。该市仅

去年就投资1560万元建设供水

工程，又解决了3.8万农民的饮

水难题。 （薛德安赵春营）

机声隆隆、红旗飘扬。日

前，笔者在卧龙区谢庄乡大叶湾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工地看到，这

里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施工景

象。据了解，这个工程完成后，

可有效保护下游810亩耕地、

600多人口不受洪涝灾害影响，

并能新增耕地300亩，实现经济

效益和防洪效益30万元。

卧龙区2012～2013年度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共涉及11

个乡镇和一个街道办事处，工程

项目包括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农业综合开发

存量资金土地治理项目、高效节

水灌溉试点县建设项目。该区

本年度计划实施农业综合开发1

万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5445 亩，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5.49万人，对全区6座水库进行

了除险加固维修。

在工程建设上，该区实行

区、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模式，每

项工程都确定了分包责任人和

工程技术负责人，并明确了建设

工期。施工中严格工程标准，

区、乡、村都成立了质量检查验

收小组，对各类工程进行督促检

查和验收。对新建水利工程项

目，严格按照项目法人责任制、

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

管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的规定，严

格建设程序，确保工程建一处、

成一处、受益一处。（王松林）

永城市按照依法、自愿、有

偿的原则，采取转包、出租、入

股、托管等方式，在全市732个

行政村流转耕地27.4万亩，其

中，百亩以上的土地承包经营大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

达到 214 户，承包耕地面积

127535.7亩，占耕地流转总面积

的44.1％。把小块耕地并成大

块，发挥了良种种植、机械播种

和收获、配方施肥、技术指导等

“集合效应”，实现了耕地规模效

益。

永城市城厢乡冯寨村的刘

杰2012年承包耕地1.1万亩，种

植优质小麦、玉米、红薯，并以种

植业带动养殖业，当年收入500

余万元，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

种粮大户”。尝到土地流转甜头

的刘杰，今年又承包5000亩，成

为目前永城市承包耕地面积最

大的农户。 （于永新 王鹏）

南阳卧龙区
农田水利建设忙

政府出钱 每年每个乡镇一场戏
群众：得劲，不过瘾！
剧团：想演，不划算！

□本报记者成睿智

去年我省八成乡镇
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

省水利厅1月14日消息：我省目前正在编

制高效节水灌溉实施方案(2013～2017)，将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农田900万亩。

按照水利部的总体安排，我省计划在

2013～2017年，发展以地埋低压管道灌溉、喷

灌、微灌为工程模式的高效节水灌溉900万亩。

根据我省的具体情况，将主要以地埋低压管道为

主。建设资金由国家和地方筹措，受益群众以投

工投劳方式参与工程建设。

据省水利厅专家介绍，我省水资源短缺，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意义重大，可有效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以地埋低压管道为例，较之传统灌溉方式

可节水30%左右，采取微灌等方式节水效率更

高。

目前，我省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7000多万

亩，节水灌溉面积占30%左右，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占15%左右。 (记者 张海涛)

我省编制未来五年
高效节水灌溉实施方案

淅川县农民李恒喜的
两份“工资”
□李雪山

内乡县
探索农村社区建设新途径

永城市
土地流转出规模效益

1月8日，商水县平店乡杜庄村人口文化大院内很热闹：乡里的劳动保障所来村里办公啦！咨询的、办证的、领卡的，说说笑笑，村

民们像赶集一样。当天，劳保所为330名60岁以上老人免费进行信息采集和办证，为20多户独生子女户、双女户办了社保。

赵永昌 摄

平舆县李屯镇祥和敬老院设置了医疗室，

配置了门诊室、药房，备有200多种常用药品，专

业医生每天24小时为老人服务。图为该敬老院

的医生在为老人检查身体。 訾现红梁帅摄

劳保所进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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