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合住院结算由原
来的事后报销变为即时结
算， 更加方便快捷。 图为
11 月 14 日邵阳市中心医院
农合结账窗口， 患者在办
理出院手续。

������在邵阳市中心医院， 龙友坤告
诉我们， 该院住院患者中参合农民
占六七成。 沙娜介绍说， 所有在市
级定点医院住院患者中一半以上是
参合农民。 如何既要让这一庞大群
体满意就医， 又要保证新农合基金
安全高效运行， 成了管理者和医务
人员共同的努力方向。

在市中心医院， 我们提出去看
看前一天下午在市农合办随机记下
的一位叫卿松柏的病人 。 资料显
示 ， 他来自新邵县新田铺镇金耙
村， 住在内六科。

内六科当班护士听说我们的来
意， 轻点鼠标打开平台： 卿松柏，
44 床， 直肠癌化疗一个疗程， 拟
于当天出院。 在内六科副主任孙建
群的指点下， 我们打开卿松柏户头
下的药品 、 化疗 、 床位 、 会诊等
12 个费用大项， 并在每项下查询
到了他每天开支的具体费用， 后面

均标注着该项目标价、 报销比例和
金额等。 与一般患者不同， 卿松柏
的住院资料里有一份经审核盖章的
重大疾病救治审批表， 有了它， 卿
松柏就可以享受参合农民重大疾病
医疗费报销 80%的政策。 随后， 记
者又看到一张自付费用签字同意
书， 上面所列个人付费项目及金额
后都有卿松柏及家人的签字。 孙建
群介绍说 ， 我们所看见的一切资
料， 科室都已经逐日逐项检查过，
医院抽查调阅分析过， 市农合办也
在随时监控。

沙娜介绍说， 之所以下决心要
建起全市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 就
是因为全市新农合基金高达 17.6 亿
元， 直接关系到全市 608 万参合农
民的切身健康利益， 既要管严又要
用活用好。 这个信息平台统一规范
了市级补偿政策， 最大限度地体现
了新农合政策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邵阳市新农合信息化
平台连通范围之广 、 考虑
之周全令人惊叹 。 不是对
医改和新农合政策有深入
了解的人 ， 不是真心为参
合农民着想的人 ， 很难设
计出如此科学完善的方案。
邵阳市卫生局党委书记 、
局长刘晓江在接受记者专
访时 ， 就多次提到主持平
台设计 、 开发 、 建设和运
行管理工作的市新农合办
主任李绪定。

谈到市新农合信息化
平台的建设 ， 李绪定谦虚
地说，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但多名卫生局干部向记者
介绍 ， 为了市级平台的建
设 ， 李绪定费尽了心血 。
方案的设计 ， 既要符合临
床实际运用情况 ， 又要考
虑科学管理需要 ， 还要考
虑市 、 县 、 乡 、 村不同级
别的需求 。 他不停地走访
调研 ， 然后把自己关在办
公室加班分析总结 、 归纳
设计， 在摸索中不断调整，
在测试中反复改进。

相比于有些地方的信
息化平台建设 ， 李绪定很
自豪地说 ， 由于他们把目
标定为一体化 ， 简化优化
了医患行为和监管工作所
有流程 ， 并选择最有实力
的开发运营商统一技术路
线 ， 因此平台实现了完全
的无缝对接 。 连通运行和
将来升级等都不再需要重
复投入更大成本。

如今 ， 公开透明的平
台保障了巨额基金的高效、
合理、安全运转。 让李绪定
最感欣慰的是，这让广大参
合农民省却了过去看病就
医的诸多劳顿，也提高了医
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另一方
面，平台从技术上保证了各
项制度的完整准确执行。 从
规范诊疗服务行为方面看，
对医方滥用抗生素、开大处
方等行为，对未经审批的医
疗收费项目等，对患方提出
的过度医疗需求等，平台的
适时监控功能都能及时察
觉并预警 ， 利于节省医疗
资源， 缓解医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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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中国中医古籍出版
社出版的 《吃菜养心·长寿秘
诀》 一书首次披露了常规心脑
血管药物在治病同时对患者产
生的巨大危害并详细介绍了近
年来轰动全球的心脑血管病绿
色疗法，通过“吃菜养心”治好

心脑血管病的最新成果，受到患者的热烈欢迎。
该书指出： 采用药物治疗长期病损的心

脏、大脑和血管，无疑是鞭打病牛，得不偿失。
只有通过科学的食治方法，激活人体自身的血
液循环机制和抵抗疾病的能力，才能使心脑血
管病患者恢复真正的健康，实现长寿的愿望。

吃菜养心的疗法，是将具有修复心脏，激活
血液循环的特殊蔬菜成分，通过合理搭配，科学
使用，在全面营养滋补的基础上，提高人体自身
免疫修复和抗病功能， 使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得
到全面康复， 让心脑血管病人从此彻底摆脱药
物和手术的束缚。

本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 其疗效经全
球数百万心脑血管病患者临床验证确实行之有
效，而且一学就会。 为了让广大患者及时掌握最
新康复知识，摆脱要害，中国心脑血管病康复指
导中心决定在我省免费发放《吃菜养心·长寿秘
诀》 一书。 由于数量有限， 请广大患者拨打
400-699-2719免费索取。

心脑血管病防猝死！《吃菜养心·长寿秘诀》一书

全国免费发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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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阳光温暖舒适。
11 月 13 日、 14 日， 记者
一行来到地处湖南西南部
的邵阳市。 这个农村人口
占主体、 经济欠发达的地
区， 却开省内先河， 建设
了全市统一的新农合信息
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 市
内四级医疗机构和市县农
合办全面完成双向对接，
确保新农合信息数据互联
互通， 实现新农合全程信
息化管理和监控， 在新农
合省级综合考核评定中成
绩位居全省之首。

������11 月 14 日上午 8 时许， 我们在
邵阳市农合办副科长沙娜的陪同下
来到了当地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邵阳市中心医院。

在参合农民住院手续审办窗口，
医院农合科科长龙友坤告诉我们 ：
“参合农民办理住院， 只要凭农合证、
身份证 （户口簿）、 科室开出的住院
审批表， 几分钟就能办好手续。” 说
话间， 有个叫徐艺源的 11 月龄婴儿
要办理住院手续， 工作人员检查核对
后， 打开 “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管理系
统”， 在入院页面将所需信息完整读
取输入， 不到 3 分钟， 就将办好的手
续递送给这位家长。 沙娜提醒我们，
就像昨天我们在她办公室信息平台终
端看到的当日入院患者名录一样， 此
时如果在市农合办的电脑前， 同样就
能看到这名小患者的信息。

监管每分钱
———邵阳市新农合一体化管理平台体验纪实

信息共享
方便快捷

信息平台
管好每分钱

适时监管 堵住漏洞

9 时许， 新农合结账窗口的人
慢慢多起来。 一位叫胡光中的中年
人拿着一袋资料来到窗口前为母
亲办理出院手续 ， 工作人员起身
接过资料立即审核 。 这当口 ， 我
们了解到 ， 胡光中家住邵阳县长
阳铺镇新铺龙村渣子塘组， 他 74
岁的母亲因患冠心病 、 高血压 ，
“最近在这里连续 2 次住院治疗 ，
效果都不错”。 正说着， 工作人员
递出了结算单据请他签字 。 这份
新农合补偿单显示 ： 此次总费用
为 4288.52 元 ， 除自付医疗费用
2465.52 元外， 实际补偿款为 1823
元 。 随后 ， 工作人员把应补偿款
交给胡光中清点 。 记者记录下的
整个手续办理时间约 5 分钟 。 胡

光中满意地说 ： “出院就可以结
账领到钱， 不用县里市里来回跑，
方便得很呀。”

沙娜告诉我们， 不仅仅是患者
感觉方便了， 这个统一平台取消了
各县市区名目繁多的个性化政策，
医院 、 县农合办也省心了 。 这一
点在隆回县得到了印证 。 当天下
午， 我们在隆回县农合办采访时，
通过信息平台就查看到该县各乡
镇目前在市级十几家医院住院就
诊和已经出院的所有患者详情 。
县农合办主任郑英贤告诉我们 ：
“现在县乡患者到市里住院， 直接
住院 、 直接结账 。 他们开支的新
农合基金由县里直接跟市里各家
医院及时统一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