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1日讯 减负
担、提待遇、强保障……近日，
湖南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民
政厅、省扶贫办联合印发了《关
于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扶贫工作
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养
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
险方面完善并落实社会保险扶
贫政策， 支持帮助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
困难群体（以下简称贫困人员）
及其他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
险， 助力参保贫困人员精准脱
贫， 同时避免其他参保人员因
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原因
陷入贫困。

建档未脱贫人员
城乡居保由政府代缴

为减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
负担，《实施意见》明确，对建档
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
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等困难群
体，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的， 县市区人民政府为其代
缴部分或全部最低缴费档次的
养老保险费， 并在提高最低缴
费档次时， 对其保留现行最低
缴费档次。

《实施意见》要求体现对贫
困人员的适度优先， 按照只叠
加、不扣减、不冲销的原则，做
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等社会救助制度的统筹
衔接。“十三五”期间，在认定农
村低保和扶贫对象时， 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暂

不计入家庭收入。

贫困人员住院
就医报销比例提高10%

我省对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资助政策主要
包括： 对特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
通过城乡医疗救助等渠道全额资
助； 对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家
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农村居民个人缴费部分由医疗救
助资金解决50%， 不足部分由财
政给予补贴； 对城乡低保对象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
缴费部分， 通过医疗救助等渠道
给予定额资助， 定额资助标准由
当地人民政府确定； 对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中的非低保对象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
部分， 由各县市区根据脱贫攻坚
规划统筹给予定额资助。此外，要
确保将贫困人员全部纳入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
覆盖范围。

在享受医保待遇方面，《实施
意见》明确，各地要根据实际，稳
步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标
准。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
建立大病保险起付线动态调整机
制。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保险制度对经相关部门核准认
定的贫困人口实行适当政策倾
斜： 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方
面， 将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特困人
员在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
的政策范围内费用（指按项目付

费）报销比例提高10%；在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方面， 将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特困人员、城乡低保对象
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 切实
提高贫困人口受益水平。

农民工合同到期
可领一次性生活补助

失业保险方面， 我省将探索
统一农民合同制工人和城镇职工
失业保险政策， 着力落实农民合
同制工人失业保险政策， 切实保
障其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招用农
民合同制工人应当依法缴纳失业
保险费， 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
缴费。 农民合同制工人在用人单
位依法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
年， 劳动合同期满不续订或提前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后， 可申领一
次性生活补助。

《实施意见》明确，要依法将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合同制工人纳
入生育保险， 由用人单位缴纳生
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将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就
业妇女符合条件的住院分娩医疗
费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范围。

《实施意见》在贯彻落实人社
部社保扶贫政策精神的基础上，
还制定了就业扶贫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 即用人单位吸纳我省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与之依法
签订劳动合同1年以上且实际在
岗12个月，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 按就业扶贫相关规定给予
社会保险补贴。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按照《通知》，本次发布的
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按病种收
付费的106个病种，是根据前期
摸底调查收集的相关历史费
用、实时费用数据，充分结合各
病种临床路径、医疗机构类别、
功能定位、分级诊疗、合理医疗
费用增长率等因素， 统筹考虑
医保基金支付能力和患者负担
水平， 并参考外省同病种费用
标准等情况，按照“有激励、有
约束” 的原则确定的。106个病
种共有17大类，包括结肠癌、腰
椎间盘突出症、胃癌、卵巢囊肿
等等（详见文末二维码）。

《通知》明确，按病种收费标
准包括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全
部费用，即患者入院，按病种治
疗管理流程接受规范诊疗最终
达到临床疗效标准出院，整个过
程所发生的诊断、治疗、检验、检
查、手术、麻醉、床位、护理、药
品、医用耗材等各项费用。

医院只能对按规定列入
“除外内容”的耗材，以及患者
自愿选择单人间、 套间以及特
需病房， 其床位费超出相关规
定的双人间病房标准的部分另
行收费， 除此之外均不得另收
其他费用。 参保人员于在长部
省属公立医院发生的列入按病
种收付费管理的病种费用，医
保按照该病种收费标准结算，
不设起付线， 由个人和统筹基
金分担。实行按病种收付费的，
不再按项目收费， 医院可不再
向患者出具“每日费用清单”。

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施按
病种收付费后， 老百姓的医疗
账单将一目了然。 比如老年性
白内障的标准是 3120元 ，这
3120元是医保和患者共同承
担。它有固定比例，比如职工医
保， 它明确是医保基金60％职
工40％， 也就是患者本人只需
承担3120元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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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社保扶贫实施意见，建档未脱贫人员城乡居保费由政府代缴

贫困人员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

106种疾病将按病种收费
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月底起推行 固定收费标准，看病掏多少钱一目了然

12月21日，60台崭新的分时租赁新能源汽车在长沙尖山湖公园停车坪启用。今年，长沙市内投放新能源租赁
汽车5000台，建成分时租赁站点超过100个。未来还将投放不同的车型，实现“车、桩、位、网”一体化，给广大用户
带来绿色环保、行驶成本更低的用车体验。 记者 徐行 摄

长沙街头新增60台新能源租赁汽车

为引导患者合理就医，明白消费，近日，省发改委、
省卫计委、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关于在长部省属公立医
院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从今年12
月31日起， 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对老年性白内障 (单
眼)等106个病种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按病种收费标准
包括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费用， 医院可不再向患
者出具“每日费用清单”。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巧君 黄圣平

由于疾病发展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以及诊治过程有较
大的个体差异性，《通知》要求，
建立健全实施按病种收付费的
进入和退出机制。

《通知》规定，凡接诊符合临
床路径准入条件的病种，包括患
者同时具有其他疾病诊断，但在
住院期间不需要特殊处理也不
影响第一诊断的，一律纳入按病
种收费管理。患者在同一次住院
治疗过程中，需要实施病种中两
个及以上病种主要操作/治疗方
式,或因合并症、并发症、患者病
情较重、体质特殊等原因，导致
实际诊疗路径明显偏离规定临
床路径等情况的，可退出按病种
收付费，仍按项目收费、医保按
原付费方式结算。

《通知》强调，要确保医疗质
量、合理诊疗。不得因实行按病
种收付费推诿患者;不得以不影
响主诊断和主要操作/治疗方式
的合并症、并发症等为由，对符
合按病种结算政策的患者拒不
执行按病种收付费政策;不得无
故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病
种临床路径或规范化诊疗方案
规定的诊疗项目与服务内容，损
害患者的利益;不得通过处方外
购、院外检查或门诊处方、门诊
检查等方式转嫁病种规定范围
内医疗费用， 增加患者负担;不
得以串换诊断或分解住院、分解

医疗费用等方式套取和骗取医
保基金。

《通知》强调，要切实抓好
控费工作， 对实际费用超出病
种收费标准部分， 由医院自行
承担; 对实际费用低于病种收
费标准的结余部分， 作为医院
的业务收入留用。

《通知》要求，在长部省属
医院的负变异率 (因各种原因
未纳入或未完成按病种收付费
管理的病例数， 与主诊断和主
要操作/治疗方式符合106个病
种的病例总数的比值) 不得超
过20%。 医保经办机构要将按
病种收付费实施情况纳入协议
医疗机构协议管理， 对认真执
行按病种收付费管理政策并且
负变异率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的， 及时足额拨付医保补偿资
金; 对不切实落实按病种收付
费政策， 负变异率控制不达标
的扣除相应医保补偿资金。同
时建立相关考核指标， 考核结
果与年度履约保证金的返还相
挂钩。

有激励 有约束 医疗账单从此一目了然

能进入 能退出 特殊情况仍按原付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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