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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也有两家医院列为济南新农合定点医院

在莱济南农民工看病

1万元可多报1500元
据了解，莱芜市将莱

芜市人民医院、莱钢医院
列为济南市新农合定点
医院。此前，莱芜市并没
有省级新农合定点医院，
在莱工作的济南农民工
生病，转诊和报销都是难
题。

“济南农民到莱芜看
病的较少。将上述两家医
院列为济南市新农合定
点医院将方便在莱工作
的济南农民工。”负责人
介绍。

“在莱济南农民工生
病，到上面两家医院看
病，可以按照莱芜市级医
院的补偿比例来报销。”
5000元以下报销59%，5000

元至 1 0 0 0 0元报销 6 4 %，
10000元以上，报销69%。
“比济南的50%的比例进
行补偿，高出不少。1万元
以上就高出了19点。如果
在莱芜农民工得病花去
10000元，计算出他实际可
得报销额6510元，可多报
1500多元。”

济莱同级别医院检查结果互认
新农合定点只是一体化的

部分。贾堂宏说，济南将充分发
挥济南市卫生局在卫生管理、
人才培养、专业技术、学科建设
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医疗协
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技术
和设备共享等工作，逐步实现
济莱同级别医院检查结果互
认。

“同级别医院检查结果互
认，可以避免重复检查，减轻老
百姓的看病负担。”贾堂宏说，

比如影像、化验等在莱芜的医
院检查后，在济南同级别的医
院也可通用。

与此同时，在疾病预防控
制上，济莱还将建立联动机
制。济南将充分发挥济南市疾
控中心公共卫生实验室的龙
头作用，带动莱芜市公共卫生
实验室建设，实现优质资源共
享。探索建立济莱传染病联防
联控机制，定期开展人员交
流，加强济莱疾控、监督等公

共卫生服务机构间的信息交
换和经验交流，提高协同作战
能力。

贾堂宏说，根据《济莱协作
区疾病防控一体化协议》，济
南、莱芜双方任何一方发现好
的科研项目，不受区域限制，调
查对象、调查地点根据课题需
要在两地任意选择，双方相关
专业人员利用各自技术优势，
互相探讨，共同完成，达到提高
两地科研水平的目的。

济莱同城，医疗卫生是与老
百姓息息相关的。“针对医疗资
源将如何实现共享，去年我们与
莱芜做了两次对接。”8日，济南
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卫生局局长
贾堂宏表示，为了方便老白姓看
病，济南市卫生局与莱芜市在新
农合政策研究与合作上，做了大
量工作，力争实现济莱两市新农
合系统管理平台的对接。

“济南首先确定了6家医院
为莱芜市新农合定点医院。”贾
堂宏说，这些医院分别是济南
市中心医院、济南市妇幼保健
院、济南市儿童医院、济南市传

染病医院、济南市第二人民医
院(济南市眼科医院)、济南市
口腔医院。“这些医院以专科医
院为主，主要是莱芜的专科医
院较为薄弱，来济南看病的较
多。这几家医院都是莱芜市卫
生局提出的。”贾堂宏说，考虑
到济南的章丘等地离莱芜较
近，为了方便这些人及在莱芜
打工的济南人看病，将莱芜市
人民医院、莱钢医院列为济南
市新农合定点医院。

有了定点医院后，下一步
还将取消新农合转诊的手续，
逐步实现即时结报，目前两部

门正在做联网等准备工作。即
时结报后将有怎样的便利？贾
堂宏介绍，目前莱芜新农合参
保人员到济南医院就诊看病，
需要先从莱芜办理转诊手续，
济南就诊完毕后，全额交付费
用，再回到莱芜报销。这样一
来，莱芜居民来济就医医药费
需要“一把掏”，压力很大，且手
续繁琐，报销周期较长。

济莱两地若是实现新农合
管理一体化，莱芜新农合居民
到济南这六家医院就诊，就像
在莱芜看病一样，不需要转诊，
且当场报销。

莱芜百姓在济看病

一万元能多报200元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喻雯 李师胜

曾在济南燕山立交桥
附近居住的莱芜雪野镇农
民小王曾在济南生病，入
住济南市中心医院，花了
30000多元。“由于没有转
诊证明，只能回到莱芜报
销，而且必须由单位开具
工作证明才可以报销。”

由于济南市中心医院
不是省级新农合定点医
院，小王报出的钱没有达
到市外就医48%的比例。6

家定点医院政策的出台
后，莱芜市参合农民到上
述医疗机构住院，可根据
需要自由选择医疗机构，
无须办理转院手续。

此举将大大方便在济

居住打工的莱芜农民，“莱
芜农民由于在外工作，生
了病，不可能再回莱芜看
病，由莱芜市内医院开具
转诊证明。”相关负责人
介绍。看完病要回到莱芜
报销，还要开具工作证明
等文件。

目前，这些在济农民
工生了病，只要一个电话，
通知莱芜新农合办，便可
到上面6家医院看病，不需
要转诊证明。看完病的补
偿标准参照济南市市级新
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
以上部分按50%的比例进
行补偿。“比莱芜市现在实
行的市外48%的报销比例
提高了两个点。“花费1万
块钱就能多报销200元钱，
农民负担减轻了不少。”

莱芜农民以前到济南看病
开转诊证明去省级定点医院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喻雯 李师胜

据莱芜市卫生局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目
前莱芜共有84 . 5万人参加新农合，
参加率为99 . 8%。到莱芜市外医院
报销比例为起付线上48%。

每年莱芜人去济南看病的有
2000多人次，占了所有莱芜人外出
就医的一半。不过莱芜人济南就医
都是到24家省级新农合定点机构。

“去济南看病，只能走转诊程序，在
莱芜看不好的病，才能到济南看。”

莱芜人前往的几所省级定点
医院有山东省立医院、千佛山医
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济南市儿
童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山东大学附属
传染病医院)等几所省内重点医院。

目前，省立医院和千佛山医院
都因莱芜农民来看病的较多，已经
实现了即时结算，“莱芜人到这里
看病，只要交齐差额就行。假如看
病花了10000元，根据目前48%的报
销比例，大致要交齐5000元。”

“济南市儿童医院(山东大学齐
鲁儿童医院)、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山东大学附属传染病医院)以前为
省级新农合定点机构，但是患者必
须要有莱芜市内医院开具的转诊
证明才可就诊报销。如果没有转诊
证明，回到莱芜只能按照48%的6成
进行报销。到其它4家医院看病，也
不能完全按照48%来报销。”

济莱将建婴幼儿急救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喻雯 李师胜

在专科医院的合作上，济南市
儿童医院与莱芜市妇幼保健院也签
订了合作协议。贾堂宏说，双方将建
立婴幼儿急救绿色通道。莱芜市妇
幼保健院将设立专用急救车停车
区，急救转院时，直接呼叫济南市儿
童医院的急救中心。

双方还将建立双向转诊制
度。莱芜急危重、疑难病例需转院
时，优先向济南转诊。济南优先接
收莱芜转诊的病例，所收治的莱

芜籍病例，需康复治疗时，优先向
莱芜转诊。

此外，济南还将指导莱芜市妇
幼保健院创建小儿外科。定期为其
培训医护人员，争取3-5年能独立
开展小儿普通外科多发、常见病手
术。济南市儿童医院还将协助莱芜
对小儿脑瘫康复中心的建设。

此外，济南市传染病医院与莱
芜市传染病医院也签订了医疗技术
协作协议书。济南根据莱芜的实际
需求，对莱芜进修培训人员每年给
予一定名额的免费优惠政策。

济南两会即将
召开，省会城市群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将成为本次两会的
重要议题。在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规划
中，济南及周边的
淄博、泰安、莱芜、
德州、聊城、滨州6
市将加快一体化进
程与周边城市之间
的融合，将对济南
未来的城市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从即
日起，本报推出两
会主打栏目“双城
记”，济南如何与其
他各市在通信、户
籍管理、公共服务
交通、旅游、医疗、
教育等方面进行对
接，本报将派出多
路记者进行探访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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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莱协作区，两城成“一城”。在“五个同城化”中，卫生一体化建设成为老百姓关注的
热点。8日，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卫生局局长贾堂宏表示，济南市卫生局与莱芜市卫生
局将于近期签订医疗卫生合作协议，济南市6家医院列为莱芜市新农合定点医院，两市将
逐步取消新农合转诊手续，实现即时结报。

莱芜人在济南六家医院看病，不需转诊

本报记者 喻雯 李师胜 蒋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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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中心医院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济南市儿童医院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济南市眼科医院)

●济南市口腔医院

●莱芜市人民医院

●莱钢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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