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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居民民医医保保个个人人要要多多缴缴费费了了
住院报销比例将增至75%左右，政策惠及我省7331万居民

本报联合支付宝征集春节心愿，朴素的心愿让人动容

““希希望望唱唱歌歌给给更更多多人人听听””
本报济南1月12日讯（记

者 王若松） 朴素的春节心
愿故事，就像一抹抹暖色，映
照着平常人的生活。11日，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支付宝
联合推出“春节心愿”圆梦行
动的消息见报后，不少读者通
过热线电话和壹点客户端留
言参与进来，那些心愿故事背
后的真挚情感令人动容。

“老伴生病后，我经常通
过唱歌调节心情释放压力，春
节要来了，特别希望能把歌声
传递给更多的人听。”11日上
午，“春节心愿”圆梦公益活动
正式启动后，读者李炳兰第一
个打来电话诉说自己的心愿
故事。

李炳兰女士今年70岁了，
家住济南市历城区富翔天地
小区。55岁那年，和李炳兰同
岁的老伴儿突发血栓，身体右
半边基本瘫痪一病就是十几

年，家中里里外外几乎全靠李
女士张罗忙活。为了能让因为
患病不能出门的老伴儿解闷
开心，同时也调节自己的心
情、排解生活压力，李炳兰喜
欢上了唱歌。

李炳兰说，没退休之前因
为性格上比较内向，也很少参
加单位的文艺活动。一次偶然
的机会，在做理疗时几个病友
在理疗室的组织下轮流表演
节目活跃气氛，这才有了第一
次登台的机会。

“从来没上台表演过，当
时人家都唱了，我也鼓足了勇
气上台背对着大家唱了首《红
灯记》，没想到大伙儿评价还
挺好，打那之后就爱上唱歌
了。”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李
炳兰说，唱歌让自己愈发开
朗，在家里经常一边干活一边
唱，日子久了老伴儿和她都离
不开音乐和歌声了，“春节要

到了，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能有
机会为更多的人唱歌，通过歌
声传递希望和能量。”

烟台栖霞79岁的老人柳
光铎，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位
民间艺人。柳老看到“春节心
愿”圆梦行动的报道后，给我
们打电话说：希望在猴年新春
之际，将自己最新创作的一件
烧制的书法字，给更多的朋友
看看。

记者了解到，退休前，柳
光铎老人是一位机关工作者，
业余爱好非常广泛，从书法到
绘画，从诗词歌赋到手工艺品
创作，都是柳光铎的最爱，退
休后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
用在这方面的研究上。

猴年将至，不少人开始创
作与生肖有关的书画或剪纸
作品。柳光铎老先生新创作的
这件烧制书法字，象征着吉祥
如意。

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一个未了新年心愿。在
我们身边，有很多和李女士一样心
怀美好质朴新年愿望的读者朋友。
这些愿望，无关大小，无关高尚、俗
媚，它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期盼，也是
每个人最真诚的心灵守候。值此猴
年春节来临之际，齐鲁晚报“时光邮
局”栏目、齐鲁壹点“壹点公益”栏
目，联合支付宝启动新春特别行动：

“春节心愿”圆梦计划，面向广大读
者征集心愿故事，并将力所能及地
帮助10位读者圆梦。

心愿征集时间截至本月18日。在
此期间，您可以直接拨打本报读者热
线96706，说出您的春节心愿以及心愿
的由来和故事，或者通过齐鲁壹点
APP、官方微博@齐鲁晚报、官方微信

“齐鲁晚报”留言参与。
1月18日征集环节结束之后，本

报将及时与您沟通并对所有心愿进
行筛选，最终选出10名最有故事的
心愿人，如果您的心愿被选中，本报
将派记者陪同您一起完成心愿，并
跟踪报道。 本报记者 王若松

说出心愿

我们帮您圆

征集令

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而在山东，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度早已
实施，参保人数居全国首位。

据了解，《意见》提出，此次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逐步统一保障范围和支付标准，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保保持
在75%左右。这意味着，居民医保参保人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或将增至75%左右，政策落实将惠及我省7331 . 4万居民医保参
保人。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壹点”官方APP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我省“城居保、新农合”已完成并轨

记者了解到，在国务院
出台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的意
见前，我省2013年就开始试水
整合“城居保”和“新农合”两
种医保险种。2013年1月1日，
东营率先试水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城居保)合并，成为
我省第一个在市级层面实现
城乡医保一体化的地市。此
后，淄博和威海两地相继筹备
试点城乡医保并轨。

在总结东营、淄博、威海
3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3
年底，省政府研究决定建立
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出台了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

见》，并相继出炉整合“时间
表”。

整合期间，我省实行了
过渡性政策，将新农合中的
大病医保推广到城镇居民医
保中。过渡期，执行了大病保
险“按额度报销”和“按病种
报销”的两种报销方式。合并
后，城镇居民医保从筹资、报
销待遇上都有所改善。

截至2014年底，全省17
市已经全部完成了城乡居民
医保整合工作，出台了新的
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各地正
在组织参加新的医疗保险。
从省人社厅获悉，截至2 0 1 5
年底，我省居民医保参保人
数达到7331 . 4万人，居全国
首位。

三级医院报销比例有望提高

《意见》中指出住院报销
比例保持在75%左右，这对于
参保人来说是一大利好。以济
南市为例，按照规定，以成年
居民一档缴费的参保人在省
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的
比例是40%，其他三级医疗机
构报销比例为55%。即使是在
二级医疗机构中，报销比例也
仅为65%。

如果提高至75%左右，对
参保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就
是说，未来，参保人在三级医
疗机构中花1 . 2万元住院，假
设符合政策报销范围内的有1
万元，那么他出院时将会享受
7 5 0 0元的报销，个人仅承担
4500元。

此外，《意见》中还提出
“逐步缩小政策范围内支付比
例 与 实 际 支 付 比 例 间 的 差

距”。针对政策范围内的支付
比 例 和 实 际 支 付 比 例 的 区
别，省内一位社会保障领域
专家介绍，政策范围内的支
付比例也就是规定的报销比
例，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参保
人所使用的药物不在目录范
围内，导致实际支付比例并
未达到规定。

举个例子，假如王先生在
医院花了5000元，但他都使用
的是外用药，不在医保报销目
录中，导致最终仅报销了200
元。如此一来，实际报销比例
就远远低于规定的比例。

“起付线和目录外用药导
致报销比例存在差距。缩小差
距目前来说有几种途径，首先
是扩大药品报销目录，或者是
降低自费比例，提高医保支付
比例。”上述专家解释。

提高缴费比重意在充实医保基金池

《意见》中明确，在提高政府
补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
缴费比重。消息一出，也引起不
少居民医保参保人的关注。“个
人缴费的比例要涨？除了收入没
涨，怎么啥都要涨啊？”说起政策
改变，有市民吐槽。

实际上，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其实不是“将来进行时”，而是

“现在进行时”。我省在2015年就
调整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
2015年，省内各级财政对城镇居
民医保的补助标准将提高至人
均380元，个人缴费提高至人均
120元以上。

对于2016年度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个人缴费有关工作，省内
各市也对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标准进行了相应调整。例如，济

南市自2016医疗年度缴费期起，
将成年居民二档个人缴费标准
由每人每年100元调整为140元。
日照市2016年度居民个人缴费
标准提高至每人160元。

据公开数据显示，六年来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
政补贴的增幅一直高于人均个
人缴费增幅，从而使得人均筹
资总额中财政补贴的比重越来
越大，已经由2009年的60 . 8%
增加到了2014年的79 . 3%，财
政补贴与个人缴费之比已接近
4∶1。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政府
补助标准为每人380元，个人缴
费为人均不低于120元，比例也
超过3:1。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指出，
财政补贴比重过大，不仅带来

财政是否可支撑的问题，也使
得居民医保有滑向福利制度的
危险。完善居民医保筹资机制
的基本原则，才能回归社会保
险属性。

“提高缴费比重，意在充实
医保基金池。医保基金的池子大
了，才能为进一步提高报销比
例、扩大药品目录提供资金支
持，也是为统筹待遇提高做准
备。”上述社会保障领域有关专
家说，说到底，最终受惠的还是
居民医保的参保人。

根据公开文件了解到，《意
见》所涉及的政策调整等内容，
山东已基本完成。“至于下一步
个人缴费是否会进一步调整等
问题，要以后续具体文件为准。”
济南市人社部门相关人员称。

在省城一家医院收费窗口，患者家属正在办理缴费。（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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