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4年研发，FF首款
量产车FF91的多项性能和
技术指标已达到世界顶尖
水平，超越目前世界上所有
的电动汽车品牌。 如在
2017年全美顶级赛事派克
峰拉力赛中，FF91以超越
特斯拉Model�S�逾20秒的
成绩打破全球纯电动汽车
纪录。

不仅如此，FF91拥有
众多开创性以及颠覆传统
的运动性能、 人工智能、极
致互联性能和超感用户体
验： 百公里加速时间2.39
秒， 最高续航里程700公
里， 搭载30多个智慧感测
器和智能升降3D雷达，拥
有无人自动泊车、 面部识
别技术、 无缝进入系统等
先进技术。同时，其构建了
智能互联生态系统， 拥有
多达10块超级大屏、 光速
网络入口， 打通车内娱乐、

内容和云服务，实现移动办
公、娱乐休闲等智慧生活场
景。

同时，FF还拥有深厚
的技术储备，公司在中美两
地提交申请专利接近1500
件， 获得专利超过380件。
据了解，FF在全球拥有超
1000名新能源汽车、 计算
机算法、互联网、信息系统、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研专
家，并成功引入多位世界顶
级汽车人才担任高管。

“恒大作为龙头民企，
资金实力雄厚， 而FF是全
球顶尖电动汽车企业。两者
结合，不仅将弥补我国电动
车领域的核心技术短板，大
大提升了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竞争力，还将有力推动我
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从而
实现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
国的跨越。” 有关行业专家
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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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异地结算好处多多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
员的流动日益频繁，很多城市常住
人群的医保可能并不在现在的居
住地。以往，这些参保人员异地就
医一直遵循“先行报备登记、自行
垫付资金、 出院后回到参保地报
销”的传统模式，不仅费时费力、垫
付费用多，而且报销周期长、办理
过程奔波折腾。有人吐槽说，“即便
材料齐全，也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拿
到报销部分的费用； 如果材料不
齐，还得来回好几次，苦不堪言”。

从2017年9月1日起， 我省凡
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职工、
城乡居民可以实现跨省异地就医
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为方便群众异地就医，我省已
先后有300多家医疗机构接入了
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系统，每个区县
至少接入了 1-2�家， 参保人员只
要从跨省异地就医网上公共服务
查询系统登录，就可以选择定点医
疗机构，查看异地就医登记备案信
息和就医费用明细，一系列贴心的
便民举措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据专家测算，光医保省内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一项就可以解决90%的
异地就医问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不仅使绝大部分异地就医的参保人
员不再需要回参保地“报账”，而且
异地就医的病人在选定的定点医院
就医时，都是参保地的报销政策，只
要凭社保卡、身份证办理住院手续、
按政策预交部分住院费用、 出院时
实时结算， 就能按照规定享受仅支
付个人自付部分的福利。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运行
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使
医保基金运行更加安全，杜绝开具
假发票、骗取医保基金等违法事件
的发生。

四类人可方便进行异地结算

目前，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
员、异地转诊（急诊）人员可申请办
理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的直接
结算。其中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是指
退休后在异地定居并且户籍迁入
定居地的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是指长期在异地居住生活的人员，
包括“农民工”和“双创人员”等人
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是指用人单
位长期派驻异地工作的人员；异地
转诊（急诊）人员是指符合参保地

异地转诊（急诊）规定的人员。

掌握好异地结算的办理流程

为了方便用好这项红利，大家
也要熟悉住院费用异地结算的办
理流程，一线操作人员为我们概括
出了“先备案、选定点、持卡就医”
十个字的基本要领。

医保参保者异地就医，需要先
登记备案。 这里面分为五种情况：
如果是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
安置地有关户籍证明；如果是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6个月以上的
居住证明，学生需提供学生证或相
关就读证明；如果是常驻异地工作
参保人员需提供参保单位驻外工
作证明；如果是异地转诊人员需提
供参保地经办机构确认具有转诊
资格的协议医疗机构出具的转诊
转院意见；如果是异地急诊人员需
提供就医地医疗机构的门急诊病
历等相关病情证明资料，经参保地
经办机构确认后，方可办理异地就
医登记备案手续。在异地住院的参
保人员，如果没有办理登记备案手
续，则无法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服务，其在异地住院的医疗费用需
要回参保地进行报销，其待遇政策
按参保地相关规定执行。

有几类费用不能直接结算

需要注意的是， 符合异地就
医结算条件的对象在异地结算
中，也不是所有的费用都能报销，
如普通门（急）诊医疗费用（因突
发疾病进行门诊急救或抢救72小
时内转住院的医疗费用除外）、意
外伤害的住院医疗费用。 这些不
纳入直接结算的参保人员住院医
疗费用， 按照规定需要先由参保
人员全额垫付， 然后再带住院收
据原件、出院小结/记录和疾病诊
断证明书、 住院医疗费用总清单
等资料， 回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
医保支付结算。

同时，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暂时只支持住院费用，社保卡
的个人账户暂时还无法在外省使
用，在药店购药、医院门诊时也不能
通过刷卡直接结算，要等到今后条
件具备了，才能实行就医地门诊和
定点购药直接结算。

“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
爱晴柔。” 医保异地结算为健康湖
南建设增添了新推力，为人民群众
增添了新福利，期待全民医保的异
地便利结算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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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湖南添新翼
———湖南如何推进医保异地结算

59岁的刘阿姨
以前在安徽巢湖工
作， 退休后和丈夫来
长沙跟随儿子居住。
前不久， 刘阿姨因心
脏病在湘雅医院住院
12天，通过医保异地
结算制度， 顺利地在
长沙报销了医疗费
用。刘阿姨高兴地说，
跨省异地医保直接结
算， 让她免除再回巢
湖报销之苦了。 据最
新的统计，截至2018
年5月底，全省跨省异
地就医备案101881
人 次 ， 累 计 结 算
17631人次。其中，我
省转外省就医12573
人次， 外省转入我省
就医5058人次，跨省
异地就医这条“高速
公路” 为群众带来了
便利和福音。

恒大入主FF，站上新能源车领域顶端
资金+技术，市场+政策：我国汽车工业迎来转型升级、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在新能源汽车大势已定之时， 民营龙头企业恒大果断出手了。6月25日， 恒大健康公告宣
布，正式入主美国新能源汽车公司Faraday�Future(下称FF)。这意味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迎来巨头。

在市场前景无限、政策红利频出之下，恒大为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再次上演了一出资金与
技术强强结合的重头戏。这时，我国汽车制造工业也迎来了转型升级、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公告显示， 恒大以67.467
亿港元收购香港时颖公司100%
股份， 从而获得45%的Smart�
King公司股份。此前，时颖投资
20亿美元（已投入8亿美元）占
Smart�King公司45%股份，原
FF股东以FF公司作价入股占
Smart�King33%股份， 公司管
理层占22%股份。 这意味着，此
次收购 ， 恒大已成为 Smart�
King第一大股东，正式入主FF。

此外， 恒大将委派集团董
事局副主席、 总裁夏海钧担任
Smart�King公司董事长， 相关
交易已在6月18日通过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批。

据了解， 此次恒大收购的
Smart�King全资持有“FF美
国”和“FF香港”，位于广州南沙
的研发生产基地由FF香港全资
持有。通过上述架构安排，就可
在中国同步应用FF美国全球领
先的新能源汽车技术。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 其中新能
源汽车便是发展重点之一。《中国
制造2025》也明确指出，支持电动
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

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推动新能源
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此外，
国家也已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
策，以鼓励电动汽车研发，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呈爆发式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数据，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
售量达77.7万辆，同比增53.3%。预
计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增
速将保持在40%以上。市场研究认
为，随着新能源汽车对内燃机汽车
在成本等方面逐渐建立起优势，
2025年预计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将达到 1100万辆 ，2030年达到

3000万辆。“其中电动汽车仍将是
主角。”

我国虽然已成全球第一大新
能源汽车市场，但在核心技术研发
上，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
距。行业专家指出，此次恒大收购
FF，将在国内实现投产，将使得我
国新能源汽车与国际先进水平实
现同步起跑。这时，我国汽车产业
也将迎来“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资金+技术强强结合

前景

政策

入主全球顶尖
电动汽车企业FF战略 实力

新能源汽车红利频出

市场潜力无限 有望弯道超车

■记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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