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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9家医疗康复机构
公布

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工作人员介绍，参加烟台市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经残疾人
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认定
的本市户籍未满12周岁(含12
周岁)的脑瘫残疾儿童，个人提
出医疗康复申请，经审核符合
规定的，可纳入医疗康复全额
保障。

医疗康复是指定点医疗康
复机构针对脑瘫儿童提供的康
复训练及必要治疗。

医疗康复的内容包括：功
能评估，包含运动功能、语音、
日常生活、社会参与能力等方
面的评估；康复训练，包括维持
关节活动度、增强肌力、语言训
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社会参
与能力训练、运动疗法、作业疗
法、肢体综合训练、认知训练
等；必要的护理、药物、治疗及
检验检查；省人社厅《关于贯彻
人社部发〔2016〕23号文件做好
山东省新增部分医疗康复项目
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落

实 工 作 的 通 知 》( 鲁 人 社 发
〔2016〕24号)文件中适合脑瘫
儿童的康复项目等。医疗康复
包含但不限于上述内容。

具有脑瘫儿童医疗康复能
力且属于烟台市基本医疗保险
协议管理的定点医疗机构可向
市残联、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提出申请，经共同评估后，符合
条件的纳入协议定点医疗康复
机构管理范围，定期向社会公
布。

首批纳入协议定点管理的
医疗康复机构为：莱州市妇幼
保健医院、牟平区中医院、海阳
市中医院、蓬莱市中医院、莱阳
市复健医院、芝罘区东方医院、
芝罘区妇幼保健医院、芝罘区
凤凰台医院、滨州医学院烟台
附属医院。

个人需提出医疗康复
申请

据介绍，个人需要提出申
请及资格审核。按照市残联康
复救助工作流程，经残联审核
认定的脑瘫儿童，持《烟台市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
请审批表》，同时填写《烟台市
参保儿童医疗康复全额保障
申请登记表》，一式三份，向参
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
简称“社保机构”)提出医疗康
复全额保障申请。社保机构收
到申请后，应及时对脑瘫儿童
的参保信息等情况进行审核，
提出审核意见。对符合条件
的，指导其定点就医。脑瘫儿
童及监护人可自愿选择一家
定点医疗康复机构救治，定点
医疗康复机构一经选定，原则
上一个医疗年度(自然年度)内
不得变更。

脑瘫儿童及其监护人应持
《烟台市儿童居民康复救治登
记表》等证件，在定点医疗康复
机构办理医保登记手续。定点
医疗康复机构要认真核实其有
效证件，并向其发放政策宣传
资料，履行告知义务，同时根据
脑瘫儿童的实际情况，制定个
性化的门诊(日间病房)或住院
医疗康复方案。

定点医疗康复机构在开
展医疗康复时要按照卫生计
生部门标准化诊疗及残联康

复要求，建立规范的医疗康
复档案(病案)和医疗康复登
记手册，记录医疗康复内容、
治疗时间、效果评价及预期
等内容，并由监护人签字记
录。

全额保障结算模式及标
准。费用限额标准以内的符合
规定的医疗康复费由居民医疗
保险基金和康复救助资金共同
承担，实行按日(床日)限额的
模式结算。限额标准以上的部
分，由医疗康复机构承担。费用
承担标准如下：0-6岁(含)脑瘫
儿童，门诊(日间病房)康复、住
院康复的日(床日)费用，居民
医保基金分别按照120元、140
元标准承担。7-12岁(含)脑瘫
儿童，门诊(日间病房)康复、住
院康复的日(床日)费用，居民
医保基金分别按照90元、110元
标准承担。0-12岁(含)脑瘫儿
童，医疗康复日(床日)费用，残
联康复救助资金按照52元标准
承担。

脑瘫儿童医疗康复全额
保障期按每个医疗年度内不
超过一个训练周期 2 7 0天计
算。

中途退出医疗康复后
康复机构为保障对象
办理结算手续

费用结算方面，每个医
疗康复周期结束，定点医疗
康复机构按规定为保障对象
办理结算手续并垫付医疗康
复费用。由居民医疗保险基
金承担的医疗康复费用，社
保机构按月审核，次月拨付
至定点医疗康复机构。由康
复救助资金承担的医疗康复
费用，经市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汇总后，由市残联负责组
织审核按年度拨付至定点医
疗康复机构。

治疗期间出现严重并发症
或者因合并其他疾病中途退出
医疗康复，经保障对象及监护
人确认后，定点医疗康复机构
为保障对象办理结算手续，及
时中止全额保障待遇。

未纳入烟台市居民医疗保
险全额保障范围的脑瘫儿童，
其医疗康复保障按原渠道解
决。

通知自2018年2月1日起执
行，有效期至2023年1月31日。

烟台2月1日起实施参保脑瘫儿童医疗康复全额保障

脑脑瘫瘫儿儿童童可可在在定定点点医医院院康康复复训训练练
本报记者 焦兰清

1月11日，记者从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为加强脑瘫残疾儿童的医疗康复救治工作，结合烟台市实际，根据《关关于将0-6岁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治疗项目纳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鲁人社发〔2015〕11号)、《烟台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2017-2020

年)》(烟残联发〔2017〕3号)规定，现对烟台市参保脑瘫残疾儿童实施定点康复、规范治疗、限额管理、全额保障有关问题通知。

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生生物物膜膜技技术术解解决决““男男题题””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11
日，记者从烟台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了解到，烟台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2017年流
通环节第二、三期韭菜专项抽
检情况，从抽检情况看，55批次
产品合格，11批次产品不合格。

为贯彻落实韭菜产品“双
证制”管理工作要求，加快韭菜

产品“双证制”管理各项要求落
地，确保“双证制”管理工作取
得实效，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利用2017年11月、12月
两个月的时间，统一组织开展
落实韭菜产品“双证制”管理工
作专项监督检查和抽检，从抽
检结果来看，55批次产品合格，
11批次产品不合格。

特别提示，消息者在购买
产品时一定要索取购物小票，
如发现可疑产品，请拨打12331
热线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相关新闻

流通环节畜禽及酒类产品专项
抽检结束，1批次产品不合格

1月11日，记者从烟台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烟台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
2017年第4期流通环节畜禽及
酒类产品专项抽检结果，其中1
批次产品不合格。

为保障烟台市消费者饮食
安全，提高流通环节畜禽及酒
类产品质量，督促食品经营业
户提高质量管理水平，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2017年12月份，烟
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
开展了畜禽及酒类产品专项抽
检工作，共抽检180批次，不合
格1批次，合格率99 . 4%。 本报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夏天
棋

食食安安护护佳佳节节

烟台食药监公布韭菜专项抽检结果

1111批批次次产产品品不不合合格格

继超优质零差评的亲子舞
台剧《超级飞侠之乐迪的秘密
任务》后，2018年烟台大剧院将
为小朋友们带来最佳开年大
礼，全新的超级飞侠舞台剧即
将抵达烟台。2月9日烟台大剧
院《小爱的奇幻旅程》，超级飞
侠们将在小爱的带领下陪着小
红“上山”“下海”，来到浪漫的
神话之国希腊、黄沙滚滚的千
年古国埃及，究竟他们一行人
经历了哪些惊险的故事？谜底
即将在烟台大剧院揭开！

豪华歌舞亲子舞台剧《超
级飞侠》第二部，将由小爱领
军，带领乐迪、多多以及最新一
季的角色潜水天才小青、外太

空明星米莉，开始新的冒险行
程。小青在动画片中早已是非
常受欢迎的角色，专长是能潜
入海底救援，除了在陆地上的
探险之外，我们将使用特殊的

“黑光剧”形式带领小朋友一同
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演出运
用剧场空间与影像科技多媒体
的结合，将梦幻化为真实，突破
观众想象，以虚实交替的幻境
带给观众视觉缤纷的冲击。

除此之外，烟台大剧院还
有多场优质儿童剧即将上演。1
月30日的3D多媒体亲子魔幻
音乐剧《阿拉丁与神灯之沉睡
精灵》带领孩子穿越奇妙神话
世界，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艺

术启蒙，开阔眼界；2月1-2日的
家庭亲子音乐剧《莫扎特的魔
法世界》通过视觉与听觉的交
错式沉浸，一次性满足家庭教
育中对于孩子们音乐和戏剧的
双重气质塑造，是一台适合家

长与孩子一同观看的音乐启蒙
儿童剧。关注“烟台大剧院”微
信公众号，可随时随地查询电
子节目单，购票更有九五折优
惠，订票电话0535—6605566、
0535—6608899。

儿儿童童剧剧《《超超级级飞飞侠侠》》22月月来来烟烟台台大大剧剧院院巡巡演演

剧照

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
长赵万友教授指出，“显微
镜下脱细胞生物膜技术”首
先利用脱细胞组织去除表
皮，形成符合患者阴茎形状
的支架，保留部分血管供
应，保证皮瓣的成活；确定
真皮组织成功准备、存活。
其次，将脱细胞支架移植到
阴茎包皮和白膜之间，直到
确认移植组织成功在阴茎
形成新的血管供应，移植组
织成功存活，完成整个手
术。因为该技术采用脱细胞
专利技术，将异体组织经过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工艺
方法处理，去表皮、脱细胞、
保留了细胞外基质的形态
和三维结构，促进细胞在脱
细胞异体真皮上生长，从而

完成了对组织缺损的修复
和重建。

赵教授强调，临床数据
显示，绝大多数早泄问题，都
与阴茎过于敏感有关，过去
为了降低阴茎敏感性，采取
的方式是阻断多余的阴茎背
神经，但是并发症比较多，而
且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不可
逆，无法再恢复。“显微镜下
脱细胞生物膜技术”彻底解
决了这一难题。

喜迎新春，新安男科医
院3D性功能CT检查，检查费
全免；原价数百元的检查套
餐现价仅需88元，脱细胞生
物膜技术手术费减免800元；
包皮环切术手术费更是推出
2 0 0元的特价。咨询电话：
299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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