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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医保新增14个特殊病种
一年可减轻参保病人负担近110万元

本报邹城6月27日讯(记者 黄广
华 见习记者 黄丽丽 通讯员 孙
长磊) 记者获悉，邹城市城镇医疗保
险新增14个特殊疾病种，心肌病、血友
病、癫痫等纳入特殊病种范围，由过去
的26个病种扩大到40个。

据介绍，邹城原特殊疾病病种共
涉及26种，涵盖病种范围不够广，部分
需常年治疗、吃药的病人因所患疾病
不在特殊疾病范围内，无法参与门诊
报销，个人医疗经济负担较重。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邹城市将心
肌病、血友病、癫痫、肝硬化、溃疡性结
肠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血管支架术后

抗凝治疗、肺间质纤维化、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原发性
血小板增多症、特发性骨髓纤维化、痛
风、恶性贫血14个病种纳入报销范围，
这些疾病在门诊治疗期间发生的检查
费、药费均可实行统筹报销。据测算，
一年可减轻参保病人医药负担近110
万元。

邹城市社保处特殊疾病科张炫介
绍，自规定实施以来，有三四十人持相
关证件来申请特殊疾病门诊治疗审批。

为方便参保人员审批，社保处还
特意调整了特殊疾病鉴定时间，由原
一年两次改为每季度一次，“恶性肿

瘤、器官移植、尿毒症”三个甲类病种
可随时申请，随时鉴定。鉴定符合条件
的，门诊治疗期间发生的检查费、药费
均可实行统筹报销。

凡患有特殊疾病规定病种的参保
人员，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
请，申请者需提交如下申请材料：(1)
二、三级医疗保险综合定点医疗机构
填写的《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疾病申请
表》；(2)二、三级医疗保险综合定点医
疗机构出具的住院病例(复印件)、诊
断证明和检查结果等；(3)本人身份
证、医疗保险证(卡)复印件；(4)三张
近期免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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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突然抽搐

护士及时施救

本报邹城6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黄丽丽 通
讯员 张晶蕾) 邹城石
墙镇一村民因高血压突
然出现抽搐症状，入户寻
诊的邹城市人民医院护
士长刘芮及时采取措施，
并开车将老人送到石墙
镇卫生院。

“太感谢了！要不是
你，要不是你们保健医
生，我妈还不知道会怎么
样……”石墙镇古路口村
的村民王某激动地拉着
五官科护士长刘芮的手
说。

自开展“万名保健医
生进农户”活动以来，邹
城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
员定期入村入户，为农村
居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近日，刘芮所在的医疗保
健小组来到石墙镇古路
口村进行巡诊，刚走进一
户村民家，就听到喧闹
声，“这可怎么办！救命
啊！”

刘芮推开大门，看
到一位老太太倒在院子

里 ，浑 身 抽 搐 ，满 头 大
汗，家人正围着她，神色
慌张，手足无措。他们见
到穿着隔离衣的刘芮，
他们赶紧喊“医生！快救
人！”

见状后，刘芮赶紧从
随身急救箱拿出一卷纱
布，塞在老人嘴里，防止
抽搐咬伤舌头，医疗小组
的几个人随即合力将老
太太抬进屋里。

此时，老人抽搐的症
状稍微减轻了一些，刘芮
给老人测了血压，发现血
压高，怀疑是高血压脑病
导致的抽搐。量完血压以
后，老人又开始剧烈地抽
搐，医疗保健小组随身带
的器械和药物有限，老人
需要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现在再打急救电话
恐怕延误病情，我开自己
的车送老人去医院吧！”
刘芮边扶起老人边说。随
后，她开车将老人送到了
石墙镇卫生院，经过救
治，老人的病情稳定下
来。

实施文化突围

打响孟氏品牌

本报邹城6月27日讯
(通讯员 胡恩姣 张长
青 ) 22日，在邹城市广
播电视演播大厅里，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江
正在做《国际正义和秩
序 :孟子的“王道”信念》
为主题的演讲，300余名
孟子公开课学员及普通
市民聆听了这场次“国学
盛宴”。

“孟子公开课开讲
以来，我一节课没落下，
这十几节课让我了解了
孟子思想，受益匪浅。”
来自北宿镇的学员孔凡
孝说。在现场，带着12岁
女儿来听课的市民孟女
士则表示，作为孟子的
后人，自己很骄傲，能在
家门口听到有关孟子思
想的讲座非常幸运，希
望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
传统文化。

孟子公开课是2013

孟子故里 (邹城 )中华母

亲文化节的后续活动之
一，也是邹城实施儒家
文化内涵提升活动的重
要举措。此外，邹城还相
继成立了孟子研究院、
与山东大学合作举办了
孟子国际研讨会，邀请
来自德国、美国、挪威、
爱尔兰等海外著名汉学
家以及国内10余所高校
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学术研讨。

今年，济宁市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曲阜文
化经济特区”规划建设
的意见》，邹城市以此为
契机，通过实施“文化突
围”战略，推进儒家文化
内涵提升、文化遗产保
护、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文化旅游景点打造、文
化 产 业 突 破“ 五 大 工
程 ”，全 力 打响孟子思
想、孟母品牌影响力，塑
造鲜明城市形象和特色
城市品牌。

本报邹城 6月 2 7日讯 (通讯员
陈明磊 冯宁宁 ) 22日，邹城市举
办“十佳招商专案”评选暨颁奖仪
式，从3 9个招商专案中评选出首批

“十佳招商专案”和10个“优秀招商
专案”，其中太平镇的“广州白云山
化学制药厂”招商专案等获得十佳
招商专案荣誉。

在评选现场，39个不同风格的招
商专案PPT在大屏幕一一亮相。镇街
的有关负责人现场示范、讲解，来自
市、县有关部门的7位评审专家进行现
场评审。

“招商专案要体现一个专字。项目
定位准确后，要对推介内容再逐一细
化，多考虑投资者的想法……”来自济
宁市招商局的时九军对一个产业链招
商专案进行点评，镇街的有关负责人
边听边不住地点头，并及时将评语记
录下来。

记者看到，按照“经济效益分析科
学专业；结论准确可靠、特色鲜明；能
够与本地优势相结合、内容结构完整；
数据真实可靠、专案美观大方、体现艺
术性”等内容，评委们按不同分值进行
了精确划分，确保了专案评审的科学
性。

凭借“广州白云山化学制药厂”
招商专案获得十佳招商专案荣誉的
太平镇副镇长王雷科感慨说：“这次
评选活动，不仅学到了兄弟镇街好
的招商经验，又聆听了专家的指导

意见，对我们下步工作是一个很大
的促进！”。

希望以此次评比活动为契机，努
力提升镇街的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
强化招商人员素质，提高专案制作水
平，带着专案走出去招商。全市要齐心
协力抓招商，共同推动邹城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据悉，此次“十佳招商专案”评选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招商局联合举
办，旨在通过高质量招商专案制作，提
升邹城市经济工作外向度，提高全市
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

今年以来，邹城市大力实施“走出
去”招商战略，通过多方式扩大开放合
作的平台，其中专业度高、针对性强招
商专案成为对外招商推介工作中必不
可少的一项“利器”。

有好专案，才能吸引投资者
邹城“十佳招商专案”评选结果揭晓

评委点评。

中奖啦！

23日，金钢山酒业有限公司举行“金钢山百万巨奖”感恩消费者首期颁奖仪
式，部分中奖的消费者分别领取了iphone5、电动车、平板电脑等奖项。当天，共送出
了27份幸运大奖。到目前为止，此次“刮卡中奖活动”中还有众多奖项没有中出，最
终的兑奖时间截至12月31日。同时，公司还邀请部分消费者参观酒水生产的勾储
中心、酿造中心和包装中心。另外还邀请部分消费者现场品酒。图为两名消费者高
兴地领到电动车。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见习记者 黄丽丽 摄

本报邹城6月27日讯
(记者 黄广华 见习记
者 黄丽丽 通讯员
王冲 张长青 ) 25日，
田黄镇泉沟村正式实施
饮水上山工程，500余户
村民的饮水问题解决了。
田黄镇创新驻村工作“4+
X”现场办公模式，提高
了办事效率。

泉沟村地处山地，平
时只能靠拉水上山，浇地
难成了制约泉沟村发展
的问题。得知这一情况
后，该镇下派办立即启动
了“4+X”现场办公模式，

由“挂职副书记(工作队
长 )、管区书记、第一书
记、支部书记”4位书记和
有关部门到村集中商议
解决问题。经过现场勘
查、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后，现场会当场决定启动
引水上山工程。

驻村工作组多方筹
资4万余元启动了工程建
设。泉沟村第一书记、该
市就业局办公室副主任
孔波说：“工程预计可解
决100余户村民的农田灌
溉问题，山上的100多亩
旱地变为水浇地。”。

书记现场办公

解决饮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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