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新闻5 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

E-mail：hrbnews@sohu.com
责任编辑：樊金钢（04510451-84655427）

□本报记者 李宝森

哈尔滨市社区医院建设
已经进行10多年了，随着社区
医院软硬件不断完善，社区医
院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社区患
者开始越来越感受到社区医
院给自己就医带来的方便。虽
然医保政策已经对社区医院
有了一定的支持，但记者在各
社区医院采访时，患者和社区
医生都表示医保和医疗应该
加大向社区医院的倾斜力度。

社区医院和居民有呼声

近日，记者来到哈尔滨市
安静社区医院采访。刚从哈尔
滨市第一医院转院过来的姜
植松的妻子告诉记者：“我丈
夫脑出血在市一院手术治疗
花了四万多元，后主动要求转
院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康复
治疗。在这一是花得少，二是
离家近，再说术后康复也没必
要在大医院住院。可是这里的
医生告诉我们，只能住两周院
就要出院，间隔 3个月才能再
住院，这是医保政策规定的，
如果连续治疗就要全部自费。
这可怎么办？”

为其治疗的医生梁毓告
诉记者，她为患者进行针灸、
按摩、烤电、认知训练、上下肢
功能训练，患者入院从不能说
话逐渐到能说话，现在手臂开
始能活动了，像这样的患者康
复治疗至少要连续两个月。

但社区医生告诉记者，对
于住院时间问题，医保检查人
员明确要求，如果超过两周仍
按医保政策报销，医院就要挨
罚了。

在建成社区医院、共乐社
区医院等地采访时，社区医生
告诉记者，在社区医院住院治

疗最多的主要是两种情况：慢
性病和康复治疗。有许多患者
就是高血压、血管不畅需疏通
治疗等慢性病治疗，很多社区
居民都愿意在这里治疗。

建成社区医院院长齐兴
国告诉记者，高血压、心血管
等慢性病患者希望，能在门诊
打点滴治疗后不用住院就可
以享受医保统筹政策。尤其是
康复治疗更渴望得到医保政
策支持，如果患者不能连续治
疗，就会导致后遗症产生。

采访中，无论是医生还是
患者，提出最多的问题是慢性
病门诊治疗和康复治疗何时
能得到医保统筹的支持。“我
们给医保省钱还不好啊，还非
得到大医院住院治疗？”一位
在大医院住院打点滴的患者
告诉记者，他是在大医院确诊
并住院治疗过多次，也熟悉自
己使用过的药品，但当社区医
院告诉他们医院没有相应的
药品又不能享受门诊医保统
筹时，他们就放弃了，还是到
大医院去治疗。

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

作为医保资金的操盘者
们，面对社区医院和患者的呼
声，该如何面对呢？当前的医
保政策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又高效运营呢？

记者近日来到哈尔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该局
医保处长龚岩告诉记者，现在
哈尔滨市的医保资金筹集水平
低，医保政策只能是保证医疗
救治费用，随着筹资能力的不
断提高，哈市将不断扩大疾病
覆盖范围。目前，医保部门正在
研究探索医保支付比例的提高
和是否开展门诊医保统筹。但
近期不会开展门诊统筹。

据了解，在支持社区医院
方面，哈尔滨市医保政策不对
社区医院建立病床设限，只要
具备条件并愿意，医保部门就
将其纳入医保定点医院。目前，
全市已经有30家社区医院纳入
医保定点医院。在结算标准方
面，城镇职工医保报销标准，各
医院都一样，在城镇居民医保
方面，起付线以上符合政策部
分三甲医院报销50%，社区医院
80%。在起付标准方面，三甲医
院是720元，社区医院200元。

对于社区医院医生提出
的必须两周就出院的规定，哈
尔滨市医保中心副主任张帆
告诉记者，他们考核的是患者
人均费用，理论上有的患者可
能超过或不足两周。医保是在
按照卫生局方面的规定进行
医保费用检查的。

在加大报销比例方面，哈
市医保中心城镇居民医保科
长李彬彬告诉记者，从2009年
开始，城镇居民连续缴纳医保
费用 3年以上者，以后每连续
缴纳一年，报销比例就增加一
个百分点，至今一直连续缴纳
者，在社区医院报销比例已经
达到 88%，快接近城镇职工报
销比例了。

一些社区医院负责人无
奈地告诉记者，大医院和社区
医院本应该是分层医疗的协
作关系，但现在的医保政策却
是让社区医院和大医院一样
去竞争，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
吗？医保应该如何在不断扩大
覆盖面同时，用经济杠杆引导
患者走进社区医院呢？

医保应发挥杠杆作用

据了解，当今慢性病、常见
病占疾病治疗的 80%以上，而
这些病的患者都可以在社区医

院解决，但现在却都进入了大
医院，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尽
管医保出台了许多好的政策，
但社区医院负责人却不这样
认为。他们认为更多的医保政
策都是倾向了大医院，针对社
区医院的政策不但太少，而且
还有限制。本来社区医院治疗
慢性病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因
为这类患者都不属于危难重急
的病，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治
疗和调养。费用方面，社区医院
药品由于实行零差价便宜，同
样的一种病治疗，在社区医院
和在大医院相差五六倍多。另
一方面，医保对特殊慢性病患
者的补贴，是让患者自行选择
使用，也没能引导患者走进社
区医院就医使用。同时，医保对
社区医院实行总额控制，医院

超支部分自己负担。
采访中，社区医院负责人

都认为，如果医保政策能够实
施社区居民慢性病和康复治
疗门诊统筹，将会吸引更多患
者在社区治疗，既发挥了社区
医院方便居民患者的优势，又
让需住院的患者转为门诊治
疗，为医保省钱。

专家们认为，社区医院实
行基本药物制度，给患者减少
了负担，降低了医药费，但也
因为药品过少和医保政策的
限制，阻止了许多慢性病患者
走向社区医院的脚步。如果能
够分类实施，对大医院确诊或
转下来的患者放开药品目录，
再辅以医保统筹支持，或许会
改变许多慢性病患者的选择。

“慢性病治疗关键是时间
和费用问题。但如果没有医保

的杠杆引导，选择社区医院治
疗的患者就会止步。”香坊区
建成社区医院院长齐兴国告
诉记者。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专家吴群红认为，当前慢
性病逐渐增多，而慢性病的
治疗时间又比较长，最好的
治疗方法就是在社区医院，
既方便又省钱。如果把慢性
病人都引导进大医院，有多
少医保资金也不够。近年国
家和地方政府对社区医院投
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把患
者引导到社区医院就诊，社
区医院大量的医疗资源就会
得到充分利用，也会让大医
院不再人满为患，而且医保
资金效率也会更高。

图为社区医生在给儿童检
查口腔。 本报记者 李宝森摄

社区医院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报销比例逐年提高

分层医疗仍需政策杠杆撬动

本报讯（记者刘艳）自去年12月底“治黑
烟百日歼灭战”行动启动以来，哈尔滨市环
保局制定了一系列行动细化方案，先后出台
了环境保护大检查、网格监管、稽查方案，从
燃煤管控、锅炉治理、强化应急等方面入手，
全力推进各项治理工作。截至6日，2016年
空气质量达标35天，同比增加21天；重度污
染及以上4天，同比减少14天。

据悉，哈市环保局采取分类突破方式，
先从严控源头污染管控劣质煤入手，规范
煤炭市场秩序，成立6个专项督查组督查重
点用煤大户，冬季全市工业企业采购优质
煤炭600万吨、替代劣质煤818万吨；加强
锅炉治理，累计关停、取缔、拆并10吨以下
小锅炉680台，提标改造10吨以上大锅炉
328台，减少烟尘排放2.1万吨、二氧化硫排
放0.57万吨、氮氧化物排放0.29万吨；加快
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进程。截至目
前，已完成172家加油站、9家储油库、65台
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任务。

据了解，为了确保治理行动取得切
实效果，哈市环保局将各区分局 213名
监察人员分到 124个监管网格中，负责
巡查、发现并处理问题；哈市环境监察支
队组成 7 个督查组，现场集中督查督
办、跟踪问效。截至目前，共发现涉及
锅炉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污染防治措
施不合格的、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未批
先建的、没验收就使用的违法企业或问
题线索 473个，已全部立案调查，并全
程督查督办，270家环境违法企业受到
处罚。

此外，为了做好冬季重污染天气应
对工作，哈市重新修订了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细化不同预警等级的应急管控
清单。哈市环保局报请市政府 4次发布
重污染天气四级（蓝色）预警通告，严格
落实 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成立 6个督
导组对 44家重点工业生产企业、热电联
产和供暖企业进行督导检查、限产限排；
在信息公开方面，督导 65家重点企业首
次自行公布环境行为白皮书，接受公众
监督。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天
数
同
比
增
加

□本报记者 邢汉夫

哈尔滨地铁3号线一期正
紧锣密鼓建设，1号线三期和2
号线近期陆续复工……目前，
哈尔滨地铁新线工程建设已
进入加速施工期，其中地铁三
号线一期，将于年内进行列车
空载试验，明年载客试运营。
1 号、2 号和 3 号线工程建成
后，哈市将形成“十字加环线”
的基本轨道交通网络框架。

10日，记者来到地铁 3号
线一期医大二院站，看到该座
车站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进入
地下20米的地铁隧道内，看到
灯火通明的施工现场，工作人
员正在对照图纸进行地铁站
卫生间、工作间等公共设施建
设。现场工作人员指着一面
墙说，这里工程完工后，打通
这面墙就可实现与1号线的换
乘，医大二院站将成为哈市地
铁首个换乘站。目前，地铁 3
号线一期铺轨已从齿轮厂铺
过学府四道街，完成全程三分
之二以上。“现在3号线一期工
程建设施工难度较大的站点

是医大二院和哈西站，医大二
院站作为与 1号线的换乘站，
大量施工需要在地铁1号线夜
间停运时在区间内进行施工；
哈西站存在运料困难，需要夜
间运送。”负责该项目的工程
师谢云鹏告诉记者，目前地铁
集团克服初春寒冷的气候困
难，全面恢复了地铁 3号线一
期工程建设，在车站内采取有
效取暖措施，实施设备安装和
站内墙体抹灰等工作，预计八
月份完成机电设备安装。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该站
点的隧道主体已全部完工，里
面布置有很多照明灯具和应
急电源。“这条隧道属于人工
开挖隧道，不能实现一次成
型，它需要先开挖，在隧道壁
上做完初期支护和喷浆，然后
一直等到开挖贯通后，再进行
二次衬砌施工，形成一个圆形
的光滑隧道，这才是最后成型
的隧道。”谢云鹏告诉记者，目
前地铁 3号线一期工程的 5座
车站均已主体完工，地下隧道
全部实现洞通。

随后，记者在地铁 2号线
一期工程大耿家站看到，尽管

当天室外温度很低，但是施工
人员工作热情不减，他们正在
进行车站主体结构施工，也就
是围护结构的施工。在现场，
一台大型机械正在下挖作
业。该标段项目副经理都兴
华向记者解释，这里正在进行
的是车站主体地连墙围护结构
施工。“抓槽机先挖出 17米深
的深坑，将钢筋笼子放下去，然
后通过导管往里边灌注钢筋混
凝土，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
作业，一个地连墙就做出来了，
用于隔离地铁与其他地下结构
和防水加固。”都兴华告诉记
者，地连墙打好后，才能在其圈
成的范围内进行地铁施工。为
了保证地连墙施工不影响紧邻
建筑安全，事先他们已经在外
围打好多根隔离桩，挡住了每
处紧邻建筑的地基。

据了解，为加速推进哈市
地铁线路建设，近年来，哈市编
制了《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目
前在建线路包括1号线三期工
程、2号线一期工程和3号环线
等项目。其中，1号线和2号线
两个直径线分别沿着东西大直
街、中山路至经纬街十字公共

交通走廊敷设，疏解已经存在
的交通拥堵现象。3号环线起
到串联规划线路和疏导交通的
功能，主要沿红旗大街、友谊
路、群力大道敷设。到 2020
年，哈市中心城区地面公交客

运量将减少为 89万乘次/日，
大大减少公交车需求量。未
来，哈尔滨轨道交通网络规划
总体布局形态可归纳总结为

“一环、两横、三纵、四射”，总长
度340公里。“一环”为规划3号

线；“两横”为规划1号线和6号
线；“三纵”为规划 2号线、4号
线和5号线；“四射”为规划7号
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

图为地铁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邢汉夫摄

地铁新线建设人勤春来早第一现场

“治黑烟百日歼灭战”进行时

本报讯（韩洛菲 记者邢汉
夫）3月 10日，在南京召开的

“2016CAPSE民航服务峰会”上，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获得“2015
年度机场交通最佳进步奖”荣誉
称号。

据了解，本届服务峰会以

“智能服务，高效旅行”为主
题，多家国内外主流航空公
司、机场等实体，以及政府、监
管机构及行业协会等相关单
位代表围绕智能服务进行探
讨，2015年度“最佳航空公司
奖”、“最佳机场奖”等多个服

务奖项同时揭晓。
据悉，2015年5月，哈尔滨

机场扩建工程全面开工，机场
道路资源十分紧张。为最大限
度地减少扩建施工对机场交通
的影响，保障出行旅客安全顺
畅抵离，哈尔滨机场以“保障机

场建设与运营一体化”为主线，
以“破解扩建施工给交通管理
带来的难题”为要务，通过及时
调整警力部署、增加执勤警力，
对机场重要路段死看死守，确
保接送旅客车辆行驶顺畅；通
过为施工车辆指定行车路线、

增设执勤岗位、调整信号灯配
时，将施工车辆对社会车辆的
影响降至最低；先后开通两条接
站车专用通道，为抵离哈尔滨机
场的车辆提供便捷服务；通过持
续开展场内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加大对违法停车行为取缔力度，

净化场内静态交通秩序。由于措
施得力，2015年哈尔滨机场的交
通秩序在硬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保持良好态势。2016年，哈尔滨
机场扩建工程将进入攻坚阶段，
T2航站楼、高架桥工程已开工建
设，机场地面停车场和地下停车
场新建工程也将陆续开工，机场
扩建对机场交通的影响将进一步
加大，哈尔滨机场将根据机场道
路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保障措
施，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哈尔滨机场获机场交通最佳进步奖

本报讯（记者韩丽平）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部门获
悉，哈市日前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过渡期实施意见补充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校车的使用许可审批、监管部门以
及过渡时限等。3月 1日起，由公安交管部门、交通运输
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所运营校车依法进行管理。

据了解，为进一步完善校车使用许可审批，《补充意
见》要求，新注册成立的校车服务企业，应具备校车企业
经营范围只从事“接送学生服务”、申请从事接送学生车
经营的企业必须具有不少于50台企业自购载客7人以上车
辆等条件；《补充意见》实施之前的送子车企业需是专门
从事“接送学生服务”的校车经营企业，被确定为过渡期
内市（县）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在依法取得校
车使用许可的前提下，发照机关可以依据校车使用许可和
校车经营企业申请将专门从事“接送学生服务”的校车经
营企业的经营项目调整为“接送学生服务”；送子车企业
除经营“接送学生服务”外，其经营范围还包括其它项目
及道路运输经营的，在申请校车使用许可时，则需提供道
路旅客运输许可证后，方可申请校车使用许可。

对于校车线路审批流程，《补充意见》指出，校车原
则上应当按照经审核确定的线路行驶，不得擅自变更，但
结合哈市过渡期实际情况，确定申请变更校车行驶线路
时，首先应取得市政府批准、在前一次审批六个月之后方
可更改线路，重新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及校车标牌。对于校
车的监管将由公安交管、教育、交通运输部门各司其职，
强化管理，联合执法。过渡期内，校车使用许可有效期以
国标校车检验合格为准，国标校车检验不合格或校车行驶
线路、开行时间、停靠站点或者车辆、所有人、驾驶人、
GPS入网服务证明发生变化的，校车使用许可即作废。另
悉，全省确定从 2015年 7月 30日到 2018年 7月 30日为校
车使用过渡期。

校车安全管理补充意见出台

驾驶人变化使用许可作废

本报讯（杜彬 记者李爱民） 为了进一步规范网络
订、送餐市场，哈市于1月30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
击无餐饮服务资质通过网络平台销售餐饮食品行为的专项
整治活动。目前，全市共检查利用网络平台制售餐饮食品
企业37家，取缔无证餐饮企业9家。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对“饿了么”、“百度外卖”等
网络平台登出的本辖区经营点进行全面排查，核对证照情
况，对筛查出的涉嫌无证经营者逐一检查。对检查中发现
的生产条件恶劣、不符合发证条件的黑加工点坚决予以取
缔，公开曝光。对经整改后符合发证条件的，监督帮扶经
营者取得资质，合法经营。同时，哈尔滨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主动与市场网络经营监管部门联系，加强日常监
管，探索建立与第三方网络平台及所在地监管部门的沟通
协作机制，巩固整顿成效。3月 15日，央视曝光“饿了
么”餐饮平台违法违规事件后，该局补充通知，要求各
区、县（市）食药监管部门持续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对辖
区第三方网上订餐平台及各平台登记餐饮企业进行全方位
筛查，发现供餐企业无食品经营资质的，要坚决查处。该
局组成督导组，对各区县（市）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抽查，
并对整治情况统一汇总通报第三方平台所在地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处理。

9家无证餐饮企业被取缔

本报20日讯（杜彬 记者李爱民）3月 20日，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依法查处非法经营疫苗行为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后，哈尔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非法经营疫苗行为专项检
查领导小组，全面排查疫苗经营企业。

据了解，该局成立专案组，立即开展核查工作，联系
哈市 6名涉案的下线人员，调查涉案疫苗购进渠道及销
售流向；开展专项检查，该局派出执法人员，全面排查
哈市疫苗经营企业；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及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署，迅速协调公安、卫
生部门，互通信息；并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
求，将调查情况及时上报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并向社会公布。

全面排查疫苗经营企业

本报20日讯（记者樊金
钢）记者从20日召开的哈尔滨
市政府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
上获悉，1至 2月份哈尔滨市
工业经济恢复性增长，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03.5 亿
元，同比增长 2.3%，增速高于
上年同期 1.6个百分点，全市
经济开局总体平稳。

据了解，1至 2月份，全市
共筹集下摆种植业备春耕资
金 105亿元，占春耕总需求的
92.4%，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全市工业经济恢复性增
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103.5亿元，同比增长 2.3%，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1.6个百分
点。其中，37 大类工业行业
中，17个行业生产实现增长，
占 45.9%，比上年同期增加 2
个；完成产值居前20位的企业
中，12户生产保持增长，比上
年同期增加 2户；工业用电量
增长 5.8%，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6.3个百分点。

服务业快速发展。综合

保税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
复；哈尔滨新区被列入国家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是
东北地区唯一试点区域；跨
境贸易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
台上线运行，现代服务业进
一步提档升级。旅游业发展
势头良好，共接待游客 1227.8
万人次，增长 8.1%；实现旅游
总收入 159.4亿元，同比增长
13.1%。

1 至 2 月份，全市实现固
定资产投资 10.9亿元，同比增

长 8.3%，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4
个百分点。限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平稳增长，实现限额以
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77.6亿
元，增长8.1%。

1 至 2 月份，全市制定了
“一减四增”的农业种植业调
整计划，力争全年玉米面积减
少 200万亩，水稻、大豆、蔬菜
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分别增
加 18.8万亩、38万亩、50万亩
和43万亩。

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 145亿元，新增科技型中小
企业 127户，完成全年计划的
14%。创新创业发展态势良
好。在“双创”政策带动下，全
市新登记个体工商户和企业
11924 户，比上年增加 81 户。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1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的 11.1%。工业
能耗持续下降。工业生产保
持增长的同时能耗下降，规模
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
降1.5%左右。

1 至 2 月份，实现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73.4亿元，同
比增长 3.5%，增速高于上年同
期 11.6个百分点，高于年度预
期目标 1.5个百分点。其中税
收收入 61.2亿元，增长 3.9%，
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
重为 83.4%；非税收入 12.2亿
元，增长 1.8%，占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的 16.6%。物价总
水平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上涨 1.7%，低于全国
0.3个百分点。

哈尔滨今年经济开局总体平稳
1至2月份全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3.5亿元，同比增长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