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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大病保险何时推？年内有希望
将优先保障儿童白血病等20种大病

卫生部部长陈竺介绍，目
前已经进入深化医改攻坚阶
段，未来重中之重是全力推进
公立医院改革，将再启动300
多个县的试点工作。

“北京、深圳等试点城市
近期进行了公立医院改革，在
取消药品加成等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陈竺说。

据《法制晚报》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根据中国政府网17日公布

的国务院令，《教育督导条例》
已经2012年8月29日国务院第
21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2
年10月1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督学对责任区
内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每学
期不得少于2次。教育督导机
构实施专项督导或者综合督
导，应当征求公众对被督导单
位的意见，并采取召开座谈会
或者其他形式专门听取学生
及其家长和教师的意见。

根据条例，教育督导机构
实施教育督导，可以行使的职
权包括：查阅、复制财务账目
和与督导事项有关的其他文
件、资料。

本报讯 据新华社、
《法制晚报》报道，17日上
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后，卫生部副部长刘谦向
记者介绍，有文件要求各
地在今年内就开始全面
落实大病保险新政。

上月底，发改委、保
监会等六部委正式公布

《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
保 险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 》
(下称《意见》)，意味着酝
酿多时的大病保险新政
进入倒计时。

但居民何时可以享
受大病保险，哪些病能享
受这种政策，是按照费用
划分还是按照疾病种类
划 分 ，有 待 具 体 措 施 出
台。

17日上午，卫生部副
部长刘谦表示，是按照费
用划分还是按照疾病种
类划分，各地可以采取不

同方案，自行进行规定。
下一步，卫生部将指

导已开展新农合大病保
障的地区逐步完善机制，
做好现有大病保障与即
将开展的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的衔接，优先将20种
重大疾病纳入大病保险
范围。

据悉，农村居民重大
疾病保障工作从 2 0 1 0 年
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范
围。先是以农村儿童的先
心病和急性白血病这两
种病扩展到 8 种病。到目
前为止，共有白血病、肺
癌等 2 0 种病纳入保障范
围。

刘谦说，新农合重大
疾病保障，属于基本医疗
保障范畴，是针对诊疗规
范、医疗费用高、预后较
好的病种，直接提高新农
合对这些病种的报销水

平 ；而 城 镇 居 民 大 病 保
险，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延
伸，是在基本医疗保障基
础上，对高额费用给予
进一步保障的制度
性安排，是在基本
医疗保障报销后，
对患者的自付部
分再给予一定比
例的报销。

9 月 1 0 日 ，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胡
晓义解释，大病
保险补偿的实际支付比
例不低于 50%，是指在基
本医疗保险已经报销的
基础上，在超出的部分，
只要是合规的支出，再报
销至少 5 0% 。他介绍，不
管是城居保还是新农合，
在制度范围内的普遍住
院 报 销 标 准 都 达 到 了
70%左右。

2012年是我国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
10周年。卫生部副部长刘
谦17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刘谦说，新农合制度
自2003年开始试点，截至
2012年6月底将8 . 12亿农
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农
村居民参合率达到95%以

上。
下一步，全面推行新

农合省市级定点医疗机构
和村卫生室的即时结报工
作，逐步推行省外异地结
报；加快新农合信息化建
设，加强新农合与医疗救
助等相关信息系统的互联
互通。

推进提高重大疾病医
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将
儿童白血病、肺癌等20种
疾病纳入保障范围。

加快推进新农合支付
方式改革，用总额预付、按
病种、按单元、按人头等支
付方式替代按项目付费，
控制费用，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提高基金绩效。
扩大商业保险机构经

办新农合的规模，建立新
农合管理、经办、监管相对
分离的管理运行机制。

推动《新农合管理条
例》及早出台，尽快将新农
合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据新华社

本报讯 据新华社、
中新社消息，近日，各地高
速公路重大节假日免费实
施方案相继出台。虽然平
均毛利率高达62%，但不少
高速路上市公司还是存在
抵触情绪。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专家之前表示，重大节
假日一个省收费公路的收
费额在3000万元至5000万
元之间，几个节假日加在
一起大约6亿元，全国所有
收费站加起来近200亿元。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不少路桥公司存在抵触情
绪，认为政府此举损害了
他们的利益，是动用行政

干预手段迫使企业让利。
据 中 新 社 报 道 ，

“61 . 76%！”A股上市路桥
公司半年报毛利率刷新纪
录，突破“6”关口。

不过，国金证券在一
份报告中指出，免费规模
为60亿元—90亿元，没有
200亿元那么多。

高速免费，有人欢喜
有人愁。如果算一算新政
策的小账和大账，可以发
现路桥公司少收的钱，远
远赶不上受免费所刺激而
增加的旅游收入。根据中
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最新
报告，今年国庆节期间，我
国的旅游收入预计为1800

亿元，同比增长24%。
目前，我国的社会物

流费用(占GDP的18%)是
发达国家的近2倍，长远来
看还有继续下调的空间。
高速公路不能仅靠行政保
护下的收费过日子。靠服
务赚钱而不是靠保护收
费，或许是高速公路今后
的发展方向。

以配套服务为例，我
国大多数的高速公路服务
区功能比较单一，所售商
品价高质平。反观不少发
达国家，不但商品平价销
售，而且极具区域特色。很
多周边居民也过来消费，
宛若一个小型商业中心。

格头条链接

公立医院改革

再增300余试点

根据卫生部部长陈竺介
绍，目前，民营医院数量已经
接近全国医疗机构的三分之
一，即有6000多家，但是床位
数只占到10%，业务量占了总
医疗卫生服务的9%。

按照规划，到2015年底，
民营医院床位数要占总床位
数的20%，同时业务量相应也
要增加到20%。

陈竺表示，未来在区域卫
生规划中，公立医院的发展只
能是适度的，主要的空间要留
出来给民营资本进入这个办
医的领域。同时，要加强非公
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以及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

据《法制晚报》

民办医院床位

2015年底翻番

督学每学期

督导不少于2次

毛利率都62%了
高速别冷对免费
高速不能仅靠行政保护下的收费过日子

新农合将可

省外异地结报

格相关新闻

尿毒症、儿童白血病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乳腺癌、宫颈癌
重性精神疾病
耐多药肺结核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

肺癌、食道癌、胃癌
结肠癌、直肠癌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
血友病、Ⅰ型糖尿病
甲亢、唇腭裂

2200种种大大病病类类型型

高速路上市公司中期业绩及毛利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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