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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亮 夏天

元旦当天上午，来济探亲
的付先生因身体不适来到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就医，与以往不
同的是这次看病他没有使用现
金支付，而是用上了自己的医
保卡。

“今天大夫给我说了，像我
这种短期异地就医的患者在门
诊上不需要备案就能实现联网
结算，用医保卡支付医疗费，还
能用医保门诊统筹报销，既省
了钱、又省了力，这对外地人员
来说真是太方便了。”60岁的付
先生向记者介绍说，以前不论
是来济南住院还是门诊，都需

要备案，既得准备各种证明材
料，又得跑回老家济宁市医保
经办部门去备案，或者用手机
App上操作备案，对他们老人来
说比较麻烦。所以，以前他在没
有备案的情况下都是用现金支
付门诊费用。

同样是元旦上午，姜先生带
着父亲来到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就
医，听说了异地就医的系列政策
直言，这些政策让他们这些父母
在外地的市民很感动。

姜先生在济南工作，为了
照顾孩子将父母接到济南。父
亲生病后曾考虑过回老家威海
市治疗，那样可以用医保报销，
苦于回去后儿女们无法请长假
在身边陪床照料，最终决定留
在济南接受治疗。没想到就诊

当天，正好赶上异地就医执行
参保地待遇报销的第一天。姜
先生向记者说，个人自付比例
不超过10%的费用，确实大大减
轻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

据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局长
张宁波介绍，2022年1月1日起，
山东省全省范围内办理异地就
医备案全面取消证明材料。对
于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异地就
医备案不再提供户籍证明、居
住证等证明材料，实行承诺备
案制；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不再
提供转诊转院证明或在外就医
急诊证明等材料；省内跨市临
时外出就医人员住院、普通门
诊、门诊慢特病就医全部取消
备案手续，就医费用直接联网
结算。

异地就医待遇报销上，按
照参保地待遇报销。转诊转院
人员、自行外出就医人员、因出
差、探亲、旅游等临时外出就医
人员，省内跨市、跨省住院医疗
费用首先自付比例，由原来各
市规定的不超过40%，统一调减
为不超过10%；普通门诊、门诊
慢特病省内跨市、跨省就医首
先自付比例不超过10%。

同时，1月1日起，全省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统一执行2021年版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新增了74个目录外药品，
涉及21个临床组别，其中，高血
压、糖尿病、高血脂、精神病等
慢性病用药20种，肿瘤用药18
种，丙肝、艾滋病等抗感染用药

15种，罕见病用药7种，新冠肺
炎治疗用药2种，其他领域用药
12种，患者受益面广泛。

据了解，为让全省群众自
元旦零点起享受到新的医疗保
障政策、更便捷的服务和用上
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重特
大疾病谈判药品目录，元旦前
夜（2021年12月31日），全省医
保系统坚守岗位，奋战通宵，确
保了医保政策、报销比例、备案
程序、全省医药机构信息系统
准时调整到位。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孟杰

全年离婚数降得多
“2”字开头还是十年前

2021年12月29日，济南市
历下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
人刘刚统计了一下历下区2021
年的离婚数量，干了24年婚姻
登记处工作的他大吃一惊。

“截止到现在，历下区一共
办理了2293件离婚登记，这个
数字相当于十年前的离婚数量
了。”刘刚称，2020年全年，历下
区一共办理了 3 8 4 4件离婚登
记。也就是说这一年下来，离婚
登记的数量直接降了 1 0 0 0多
件。据刘刚介绍，2011年，历下
区的离婚登记数量为2027件，
而一年后，离婚登记数量直接
升至3079件，此后每年的离婚
登记数量都在3000件以上并有
小幅增长。像2021年这样，离婚
数量降至“2”字打头，这得是十
年前的事儿。

整个济南市的数字同样令
人感到吃惊。当日下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从济南市民
政局获悉，从2 0 2 1年1月到1 1
月，济南办理离婚登记的人数
为17271对，而2020年同期的人
数为25308对，人数足足减少了
8037对，比例下降了31 . 8%。

光申请不登记
每月都有上百对

离婚率的骤降，当然与“离
婚冷静期”设置有着直接的因
果关系。

“俩好搁一好，请理性对待
您的婚姻。”——— 在济南市历下
区民政局三楼婚姻登记处“离
婚冷静室”正对面的墙上，红色
的大字非常醒目。在离婚二室，
刘 丽（ 化 名 ）跟 老 公 李 明（ 化
名）正在等待申请办理离婚，李
明怀里还抱着自己三岁的儿
子。

因为李明少带了一个证
件，这一次一家三口的“出行”
并没有成功，三个人在离婚室
也只待了不到两分钟。

“我说不离，我不想离，她
非得离。”在电梯里，李明抱着
孩子小声嘀咕着，想再做一次
挽回。而旁边的刘丽，目光只是
躲闪了一下，低头小声说了一

个字“离”。临走前，工作人员告
诉他们，办理完了申请，两个人
还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
中的“离婚冷静期”正式开始实
施，离婚登记程序变为“申请-
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
证）”，也就是说，协议离婚，至
少要比之前多等上30天。

像李明和刘丽这样的夫
妻，经过一个月的冷静期后还
会不会再来呢？工作人员说很
有可能他们就不会来了。

刘刚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数
据。从下半年的数据来看，7月
当月申请离婚数为344对，办理
登记的为243对。8月申请为352
对，办理登记的为234对；9月申
请离婚数为343对，办理登记的
为 2 1 0对；1 0月申请的人数为
275对，办理登记的为190对；11
月份申请人数为305对，办理登
记的为200对。

“整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但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每个月

不来的都得有上百，这说明‘冷
静期’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刘刚说。

在济南市历城区，得到的
数字同样印证了“离婚冷静期”
的显著效果。截止到2021年12
月 2 4 日 ，离 婚 登 记 的 人 数 为
2205对，而申请了离婚却没有
来办理离婚登记的人数为1877
对（ 包 括 还 在 冷 静 期 内 的 夫
妻），也就是说，这一年，在历城
区，有1877对要离婚的夫妻，经
过30天的“离婚冷静期”又“反
悔”了。

30天冷静期
让冲动回归理性

“离婚数量2021年降得确
实多。”刘刚再次感慨称，“离婚
冷静期”实施后，每个月自动不
来办理的少说也得有上百对。
而之前，即使是婚姻登记处的
两名婚姻调解员每天苦口婆心
地劝说，这个数字每个月也只

有40多，一年的数量算起来也
就是400来件。

王宝明做了近10年的婚姻调
解员，离婚登记数量这样大幅下
降，他也是头一次见。“刚开始实
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挺期待
的。”王宝明说，“离婚冷静期”实
施半年的时候，自己还做了一次
推算，觉得一年下来，离婚数量至
少会减少15％到20％，没想到实
际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

“以前没有冷静期的时候，
大家来了差不多15分钟，一个
离婚手续就办好了，现在多了
冷静期，很多夫妻都会在这个
时间内好好考虑。”王宝明称，

“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离婚数
量下来了，找他们来调解的人
也少了。

1988年出生的小吴和1992
年 出 生 的 小 钱 在 2 0 2 1 年 的

“521”当天办理了婚姻登记，11
月28日，两人就来办理了离婚
申请。按照约定，30天“离婚冷
静期”后，俩人再一起来办理离

婚登记手续，但到了地方，小吴
就后悔了。“不离！”扔下一句
话，小吴就离开了离婚室。

“现在还能在这里吵起来
的少了。”王宝明称，每个人对
待自己的婚姻都需要理性，这
也是他们在调解的时候一直都
在强调的“点”。

王宝明认为，两个人要离
婚，原因无非有四点，一是家庭
干预，即双方父母在子女婚姻
中过多参与引发矛盾；二是双
方性格原因引发的矛盾，比如
男方没有太顾及女方的感受，
在女方孕期没有过多照顾情绪
等；三是一方出现了不忠；四是
一方道德败坏，出现了家暴等
行为。虽然造成两人离婚的原
因多样，但王宝明认为，其中，
冲动性离婚至少要占到30％，
而不管是婚姻调解，还是“离婚
冷静期”的实施，针对的都应该
是这部分人群。

“很多夫妻之间有时候就
是话赶话，谁也不给台阶，其实
感情没有问题，你说离了多可
惜。”王宝明说，现在有了30天
的“离婚冷静期”，即使两人来
提交了申请，只要还有感情，回
家俩人一说话，也许一周就能
和好。

有人说好
也有人说没必要

不少经历过30天“离婚冷
静期”的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
经历。网友“暖心宏x”称：等待
期（离婚冷静期）挺好的，我和
老公协议都打好了，当时谁都
恨不得马上签字离婚，但这30
天的等待中，想到了孩子，最后
还是没离。网友“腻x”分享，自
己差点就去办了，结果要等30
天才能离，好在当时没离，现在
两个人的关系好多了，自己的
老公也变得很上进，更加尊重
更加在乎自己了。

“很多时候，离婚是冲动，
有时候也是误会，离婚冷静期
就是让大家都能安静下来。”网
友“林xx”认为，两个人能在一
起不容易，要给自己时间冷静
想想两个人的关系。

也有一些网友认为，既然
两个人想好了要离婚，那就不
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冷静一
年也没用，在感到委屈的时候
就要果断分手，结束也是为了
更好的开始。

今年起我省取消省内临时异地就医备案
费用直接联网结算，报销按照参保地待遇

“冷静”确实有效果 离婚减少三成多
“离婚冷静期”实施一年，去年前11个月济南离婚数比前年同期减少八千多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中的“离婚冷静期”正式开始实施，离婚登记程序变为“申请-受理-冷
静期-审查-登记（发证）”，在申请和正式拿到离婚证期间，多出了一个30天的冷静期。一年时间过去
了，“离婚冷静期”实施效果如何？

一对夫妻前来办理离婚，需先提交申请，经过一个月冷静期后才能办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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