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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将门诊待遇支付政策
进行了明确。普通门诊统筹政策范
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逐步提
高保障水平。适当拉开不同级别医
疗机构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差距，支
持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清单》提出，减轻慢特病患者
就医负担。统一制定全省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准入标
准、 用药范围和医保支付标准。恶
性肿瘤门诊放化疗、重症精神病药
物维持治疗、日间手术等，可参照

住院管理和支付。 对低保对象、特
困供养人员和返贫致贫人口，大病
保险起付标准降低50%，支付比例
提高5个百分点， 并取消最高支付
限额。

对经三重制度保障后政策范
围内个人负担仍然较重，且有返贫
致贫风险的， 按规定给予倾斜救
助。对罹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
者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
疗，导致自负费用较高的符合救助
条件的对象给予门诊救助。

湖南实行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7类医疗支出不予支付

大病保险支付比例按不低于60%确定

三湘都市报 11月 15日讯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
房产中介、 家政服务员……随着
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 新职业群
体涌现，其劳动时间、地点、工作
方式和劳动关系都很灵活。

为了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入会和社保缴费服务， 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今日，湖
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暨社
保缴费服务集中行动启动仪式在
长沙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为每位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群体代表发放《长沙
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工
作宣传资料》和《灵活就业人员社
保缴费》宣传手册，现场设置了健
康义诊处、法律咨询处、心理咨询
处、社保缴费处、网上入会指导处
等5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爱心服
务台。

据了解，今年以来，仅长沙县
就新增快递员、 货车司机等会员
23887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
员总数已达54509人。为此，长沙
县总工会深入调研座谈， 率先推
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网上入会绿
色通道， 在线上就可以处理帮扶
救助、 工资集体协商等43个业务
流程、189项业务。切实做好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社保
缴费服务”工作，让缴纳“灵活就
业社保”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
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省总工会要求， 全省各级工
会组织要继续高度重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工作， 推动
覆盖新就业劳动者的“会、站、家”
一体化建设，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做到哪
里的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哪里的工会组织就要站出来说
话， 成为广大职工信赖和依靠的
娘家人。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廖为 视频 王智芳

三湘都市报11月15日
讯 产业和劳动力是地区经
济发展的两大推力， 两者既
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 记者
今天从省统计局获悉，2020
年全省从业人员3280万人，
比2010年的3982.73万人减
少702.73万人， 第三产业成
为我省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2010年至2020年，我省
经济发展迅速， 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8.7%。其中，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
速分别为3.5%、9.1%、9.5%，
均保持了较快的发展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 我省产
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表现
为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
2020年比2010年降低了3.1
个百分点。而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的推进， 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 劳动力正不断从低生

产效率、 低利润行业向高效
率、高收入行业转移，全省就
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持续降低的变化趋势。

据统计，2020年全省第一
产业从业人员836万人，比
2010年减少854.03万人；第二
产业从业人员稳中有降，2020
年为884万人，比2010年减少
31.43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不断增加，2019年超越第一产
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2020年为1560万人， 比2010
年增加182.73万人。

随着就业结构的不断改
善， 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不
断提升， 由2010年的人均
3.93万元提高到2020年的人
均 11.53 万 元 ， 增 长 了
193.1%。

■全媒体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向延华 张晴 郑一璞

1、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2、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3、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4、在境外就医的
5、体育健身、养生保健消费、健康体检
6、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

设施标准规定范围的
7、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的其他费用

各统筹区医保待遇与国家统一、逐步取消低保对象医疗救
助起付标准、7类医疗支出不予支付……11月15日，省医保局、
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湖南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的通知》（简称《清单》)，“湖南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 (2021年
版)”同时公布，自即日起实行，有效期为5年。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执行国家统一的医保药品目录
探索政策范围外医疗费用解决途径

《清单》 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基本政策框架、医保基金支付
范畴和不予支付的范围。基本制度
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和医疗救助制度。各地在基本制度
框架之外不得新设制度，现有的其
他形式制度安排要逐步清理过渡
到基本制度框架中。

在基金支付范围方面， 国家统
一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
录，省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
家规定的调整权限和程序将符合条
件的民族药、医疗机构制剂、中药饮片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各市州严格执行
国家和省级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支付政策，不得自行制定目录
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目录内药品。

国家建立完善医用耗材、医疗
服务项目医保准入、 管理政策，明
确确定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
程序和规则，省级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根据国家规定制定医用耗材、医
疗服务项目医保管理政策，各市州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政策
执行。

我省将探索政策范围外医疗
费用解决途径，通过创新机制支持
和鼓励商业保险机构、鼓励引导慈
善捐赠等社会力量，多渠道减轻人
民群众政策范围外费用负担。

大病保险支付比例不低于60%
探索逐步取消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起付标准

《清单》 明确了住院待遇支付
政策。其中职工医保的住院起付标
准原则上不高于市州上年度职工
平均工资的10%，不同级别医疗机
构适当拉开差距。大病保险起付标
准原则上按全省城乡居民上年度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确定。

取消特困供养人员医疗救助的
起付标准， 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起付
标准按照市州上年度居民人居可支
配收入的5%确定， 探索逐步取消低
保对象医疗救助起付标准； 因病致

贫家庭重病患者按25%左右确定。
对于起付标准以上、 最高支付

限额以下的政策范围内费用， 职工
医保叠加大额医疗费用总体补助总
体支付比例不低于80%， 居民基本
医保叠加大病保险总体支付比例不
低于70%，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适当
拉开差距，并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

大病保险支付比例按不低于
60%确定。医疗救助对特困供养人
员、低保对象按不低于70%比例给
予救助。

减轻慢特病患者就医负担
特别对象给予医疗救助政策倾斜

新兴职业群体
有了“娘家人”

2020年湖南从业人员3280万人

第三产业成
我省吸纳就业主渠道

近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
《中国统计年鉴2021》 公布全
国36个重点城市2020年城镇非
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其中长沙市2020年非私营单
位平均工资达105603元，位居
全国第14，全省第一。

据介绍， 在工资统计调查
中的非私营法人单位， 具体包
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联营经
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
港澳台投资经济等单位； 整体
上， 非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大
幅高于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

据统计，北京市非私单位

平均工资最高， 达185026元，
上海以174678元排名第二。

此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97379元， 比上年增加
6878元，分行业门类看，年平
均工资最高的3个行业分别是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177544元，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139851元， 金融业
133390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1.82倍、1.44倍和1.37倍。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李成辉

长沙非私单位平均年薪超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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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类情况不予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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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暨社保缴费服务集中行动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