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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些些药药不不能能报报，，导导致致报报销销比比例例低低
我省大病保险覆盖率达97%，但“因病致贫”难题还得慢慢解决

职工大病保险

或明年正式实施

按照现行政策，大病保
险仅在居民医保中推行，城
镇职工医保实行的是大额医
疗费用补助。“现在我们正在
积极研究建立职工大病保险
制度。在现有职工大额医疗
补助政策基础上，通过完善
筹资机制，建立全省统一的
职工大病保险制度，减轻职
工的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近
日，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悉，全省范围内统一
的职工大病保险或将在今年
年底前完成准备工作，明年
正式实施。“居民医保的大病
保险政策山东走在前列，职
工医保的大病保险政策也正
在积极研究建立。”省人社厅
相关人士表示。

下一步，城镇居民基本
医保政策有何走向？“完善居
民医保政策，将利用商业保
险机构的专业优势，探索由
商业保险机构承办意外伤害
保险。全面落实居民大病保
险政策，提高居民报销水平，
降低医疗费用负担。”省人社
厅居民医保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居民医保工作要争取做
到“应保尽保”。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我省医保目录药

已超2300种

根据《山东省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0年版）》，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基金准予支付费用
的西药品种1241个，中成药
1099个，民族药47个；仅限工
伤保险基金准予支付费用
的西药品种23个；仅限生育
保险基金准予支付费用的
西药品种4个。西药部分和
中成药部分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分甲、乙类。西药部分
甲类品种有3 4 9个，乙类品
种有8 9 2个；中成药部分甲
类药品品种1 5 4个，乙类药
品品种945个。

根据医保政策，医保目
录是根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筛选的，甲乙类是按照疗效
价格比确定的，也就是说疗
效确切且费用低廉的均被列
入甲类，不需自付。而乙类基
本有自付比例，同一种药在
不同的省市自付的比例不
同。

本报记者 李钢

孩子白血病

化疗花3 . 3万报了1 . 2万

4岁的女儿即将被白血病
“吞噬”，7月22日，来自蒙阴农
村的孙先生专门跑到济南求
助。为救孩子，他想了各种办
法，还买了件超人衣服到广场
募捐。可动辄数十万的化疗、干
细胞移植费用，将其一家推到
了贫困的深渊。

孙先生说，女儿患的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T型，属于很高危
的一种。“化疗至今花了十几万，
已经复发了一次，再不移植，可
能坚持不了多久了。可手术费至
少三四十万，我到哪儿弄啊？”说
到这里，孙先生哽咽难语。

白血病目前全国每年新增
病人4万多，而我省每年新增
3000例左右。记者在省城几家
大医院看到，血液科病房人满

为患，干细胞移植病房大都需
要排队。

省立医院血液科专家王相
华说，最近几年，医保报销比例
提高，某些特效药物，国内厂家
也开始生产，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患者负担。

2015年，我省大病保险政
策进一步完善，只要花费超过
一定数额，不分病种全部给予
二次补偿。

孙先生对此也有体会，去
年，孩子没参加医保，一分也没
报销，今年参加了，前段时间化
疗花了33000多元，后来报销了
12000元左右，包括医保报销和
大病二次报销。孙先生表示，虽
然总体报销比例不到40%，但也
帮其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

不过，困难还是摆在孙先
生面前。“医保报销比例看似很
高，但很多药不在报销范围内，
特别是一些贵的药，因此实际
报销比例不算高。”他说，比如
提高免疫力的丙种球蛋白，700
多块一支，不报销，化疗用的培
门冬酶，一次4000多元，也不报
销，还有白血病经常要输血小
板，一次要1500元左右，也不
报。要是做干细胞移植，更有很
多药不报销。

目前，自体移植费用大概10
万元，异体移植，如果配型全合
大概需要25万，如果半合大概需
要35万，医保能报销一部分。

“即使能报销40%，移植费
用需要50万，自己要掏30万，我
们还是承担不起。”孙先生说。

“为了筹钱，我们想尽了办
法，一些救助基金什么的，也都
去打听了。”孙先生说，“红十字
会小天使基金为贫困白血病儿
童实施救助，最多补贴3万元，我
们申请了，目前还没有批下来。”

记者从省城几所医院获
悉，目前多个慈善基金有救助
儿童白血病的项目，救助金额
大都在3万元左右，但这还不够
一个疗程的化疗费。

2014年中国公益研究院发
布的《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
社会救助分析》称，基本医保对
重大疾病的实际报销比例有限，
个人负担费用高。数据显示，基
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在2 0%至
45%，医疗费用超过20万元的疾
病实际报销比例还会更低。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截
至6月底，山东省居民大病保险
累计补偿111 . 3万人次、22 . 68
亿元。

去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合并，目
前也已经完成了整合。合并前，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都有大
病保险报销政策，但是，两者的
报销政策并不统一，新农合实
行按照病种报销，也就是规定
病种范围内的大病可以进行报
销，而城镇居民医保的大病报
销则是按照额度进行报销。

“去年，由于新农合与城镇
居民医保合并，为保证政策的
平稳过渡，采取了按病种和按
额度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报销政
策。今年，整合后的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大病保险全部按照额

度进行报销。”省人社厅上述人
士介绍。

有了大病保险，为什么还
会出现“一病回到解放前”的情
况？省人社厅居民医保处相关负
责人解释，与职工医保以及发达
国家医保政策相比，目前我国居
民医保的筹资低，大病保险报销
费用也是从“居民基本医保资金
池”里支取，筹资标准低，相应的
报销待遇就低，对基本医保资金
造成的压力也很大。

此外，“因病致贫”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参保者医疗费用的
增长幅度远高于医保筹资的增
长幅度，医保筹资有限，整体的
医疗保障水平也是有度的。缓解
患者因病致贫的压力，需要多方
面的努力，这需要漫长的过程，
逐步进行缓解。”上述人士表示。

受受贿贿113300万万，，还还非非法法持持枪枪两两支支
淄博规划局原局长焦仁方一审被判11年，今年已70岁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马云云） 3日，山东省检察院官
方微信发布消息，近日，经淄博
市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淄博市临
淄区检察院立查并提起公诉的
淄博市规划局原局长焦仁方受
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
淄博市临淄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被告人焦仁方一审被判处有

期徒刑11年。
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5月

至2013年3月，被告人焦仁方在
担任淄博市规划局局长（正县
级）期间以及离职后，利用负责
规划审批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
7家企业和9家单位的相关人员
所送现金128 . 3989万元及1060
美元，为行贿人在办理规划审批

手续等方面提供帮助和便利。另
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
有小口径步枪1支，单管猎枪1
支，运动枪弹290发，金属猎枪弹
36发。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焦仁
方犯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鉴于其对自己所犯受贿罪罪
行如实交代，并主动交代非法持

有枪支、弹药行为，有自首情节，
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受贿
罪判处焦仁方有期徒刑10年6个
月；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2014年6月13日，焦仁方因
涉嫌受贿罪被淄博市人民检察
院依法决定逮捕。经淄博市人民

检察院指定管辖，淄博市临淄区
人民检察院立查并提起公诉，由
临淄区法院审理。公开资料显
示，现年70岁的焦仁方系淄博市
博山区崮山镇天津湾村人，1995
年3月开始任淄博市规划局局
长、党支部书记，市建委党委委
员；2002年12月，任市规划局局
长、党组书记。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李钢
实习生 谢丽娟

“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大病让不少家庭难以
负重。由于患者使用的很多
药物不在目录内，尤其是一
些大病患者所需的常见药
品不在目录内，不能报销，
农村居民看病的综合报销
比例往往在50%以下。

近日，国务院下文，要
求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3日，记者从省人社厅
获悉，我省2013年就已试点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截至今
年6月底，共有7301 . 2万人
参保，大病保险覆盖率在
97%以上。

相关链接

省城一家三甲医院内，病人在候诊。（资料片）

“就算能报40%

我还得掏30万”

居民医保筹资低

报销待遇难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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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人社厅提供数据显
示，截至6月底，全省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7301 . 2万人。“按照
省里政策，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
参保人自动参加大病保险，大病
保险的32元钱从居民基本医保
中划拨，无需参保人单独缴费。”
省人社厅居民医保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山东的大病保险
已经覆盖了所有城乡居民医保
参保人群。

今年，全省居民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为1 . 2万元，个人负担的
合规医疗费用1 . 2万元以下的部
分不给予补偿。个人负担的合规
医疗费用超过1 . 2万元，低于10
万元的部分给予50%补偿；10万
元以上（含10万元），20万元以下
的部分给予60%补偿；20万元以
上（含20万元）的部分给予65%

补偿。也就是说，报销比例最高可
以达到65%，但一个医疗年度内，
居民大病保险每人最高给予30万
元的补偿。

什么是起付标准？举个例
子，参加了居民基本医保的老王
因病住院，合规医疗费用2万元，
通过居民基本医保报销了70%，
也就是报销了1.4万，还剩下6000
元需要老王个人承担。那么，这
6000元个人承担的合规医疗费用
即可计入老王本年度的大病保险

“起付账户”中。
假如，老王2015年整个医疗

年度累计的个人承担合规医疗
费用达到2万元，那么，老王可以
参与大病医保报销的钱就有8000
元（累计个人承担合规医疗费1 .2
万元），最终可以再通过大病保
险二次报销4000元。

起付标准1 . 2万元

二次报销最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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