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人员异地就医报销 重点解决

医改领导小组负责人答记者问，成都商报记者就“异地就医报销”现场提问

在异地就医报销之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负责人还回答了一些其他热点问题。

改善医患关系要靠公立医院改革

医患矛盾一直是医疗领域的 “顽症”，去

年曾发生过数起患者杀伤杀死大夫的新闻。四

年医改中，医患关系似乎在加剧。有记者提到，

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有更多考虑，形成一个医生

有尊严、患者有保障的局面。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

志刚回答说，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完成之

后， 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 医患的关系是和谐

的。“要解决你所说的医患关系，我认为首先要

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 要依法保护医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依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孙志刚称，还要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同时要

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第三，要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逐步扭转公立医院的

逐利行为， 建立体现公益性和高效率的新运行

机制。我想通过法制建设、法制教育、医德医风

建设、社会风气改善，以及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

革的步伐，医患关系会逐步好起来。”

我国医疗卫生支出比 超俄罗斯

医改已经启动4年，国家到底为医改投入多

少钱？

财政部副部长、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王保

安介绍，4年来， 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

2.24万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4.4%提高到

了5.7% 。“中央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6555

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从2.28%提高到了

3.19% 。”

王保安还提到了与国际上医保的比较。他

称， 我国和国际上政府卫生投入的口径相比少

了一块， 就是医保收费和医保收税概念之间的

差异，“因为一旦收税就直接进入预算了。如果

是同口径的对比， 我们的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

支出的比例在12.5%左右，这个比例不仅高于希

腊、瑞士等这些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巴西、

南非这些金砖国家。”

“孙志刚主任：您好，这是我第二次给

您写信……”重庆退休老人李成学（

现居

成都

）向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写信，想

通过此信反映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低问题

（

成都商报昨日报道

）。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14

日举行记者会， 国务院医改办有关负责人

就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答记者问。 成都商报

记者现场就异地就医报销难等问题提问发

改委副主任孙志刚和人社部副部长胡晓

义， 李成学老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得到了胡

晓义的详细解答，“要重点解决异地安置的

退休人员。” 胡晓义向成都商报记者说，

“他们长期在异地居住，医疗保险的报销如

果每次都要回到原地就比较复杂， 所以需

要把他们作为重点。”

第七个提问机会留给成都商报

代李成学老人提问

发布会三点开始。下午两点十分，偌大

的发布厅已经坐满了记者。《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关系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因而特别

受关注， 上百家媒体都想在这个难得的场

合向部长们提问。 几个记者为了能够获得

提问机会，甚至趁部长们还未到场，偷偷溜

上主席台， 在主持人崔文良的桌前放上写

了问题的小纸条。不过，纸条被工作人员无

情“没收”。

3点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孙志刚、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人社部副部

长胡晓义和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走上主席

台。经过简短的开场白后，提问环节开始。

因时间关系， 主持人崔文良共给出了十个

提问机会，绝大部分被新华社、央视、人民

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占领”，经过成都商报

记者的争取， 崔文良将第七个提问机会留

给了成都商报。

“想问一下异地就医以后的报销问题。

现在各地的医保药品目录不一样， 患者异

地就医回去报账时会发现报账的数额较

小，或报账比较困难，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谢谢。”成都商报记者向孙志刚和胡晓义提

问道。

作为医改办主任， 孙志刚笑着回答，

“谢谢你的提问。 患者异地就医报销问题，

我们医改办副主任、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

同志主管这个事， 我建议他回答这个问

题。”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需要把他们作为重点”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开宗明义，“异地

就医问题，是社会非常关注的热点，这个方

面有很多进展。”

胡晓义对“很多进展”解释道：“首先

我们通过提高统筹层次， 减少异地就医的

人员。原来是县级统筹，出了县就叫异地，

现在普遍提升到市级统筹， 在全市的范围

内，如果是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的话，就没

有异地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几个省在推进

全省的统一报销， 这样也就解决了在一个

省内的报销不便的问题了。”

胡晓义停了停，看了看成都商报记者，

说道：“我知道下一步大家会问， 全国怎么

办？有没有跨省转移的问题？”

随后，他表示跨省转移是目标，但还有

一个相当长的路要走。“首先是医疗机构分

布的结构问题。 大家知道最好的医疗资源

就在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但是不能让所有

的人都到中心城市、特大城市看病，所以我

们的整个政策制度安排还是鼓励小病在基

层看、在本地看。”胡晓义说，要解决的是有

疑难杂症、 重大疾病到中心城市来看的问

题。 胡晓义还谈到了异地安置退休人员的

医保，“这是要重点解决的， 他们稳定地居

住在非参保地， 如果每次都要回到原地去

报的话就比较复杂， 所以需要把他们作为

重点。”

掏出自己的社保卡举例

一定要追求标准统一

如何解决？ 胡晓义不紧不慢地从包里

掏出一张蓝色的社保卡，用手挥了挥，顿时

引来一阵狂拍。“解决这个问题， 还需要一

些政策和措施的完善， 首先是信息的统

一。”胡晓义说，如果全国13亿人的信息管

理系统不统一，“那么跨地区就医以后的报

销就会非常复杂。”

解决的办法， 就是他手上的那张卡。

“我们大力推进统一社会保障卡，在2010年

我们统一社会保障卡的发行只有1.03亿张，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发到了3亿5千万张，

今年要达到4亿8千万张。”胡晓义称，统一

社会保障卡里有所有人的基本信息， 可以

搭建一个技术平台， 将来就有可能实现全

国的联网。

在胡晓义看来， 政策标准也要逐步统

一， 否则跨地区报销还是有难度的。“但是

政策标准统一跟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直

接关系，这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

我想告诉大家， 目标我们是一定要追求这

个，但是要允许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这张社保卡是随身携带的吗？”成

都商报记者在会后问道。 胡晓义笑了，“当

然要随身携带，有备无患。”

异地就医难题，也引起不少全国人大代表

的关注。来自四川、重庆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

表则在两会上建议，成渝经济区可率先试点医

保互认。

人大代表：成渝经济区可先试点

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市肿瘤医院院长周

琦表示，成渝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人员流动频

繁，建议试点成渝医保互认，提升区域社会保

障水平。

“不仅是成都和重庆之间存在异地医保

报销难的问题，” 侯一平是全国人大代表、成

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

学学院院长，他说，医保药品中除了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还有地方增补基本药物等，各省份

的目录不一样， 应尽量使基本药物目录统一。

同时， 他认为可以先在成渝试点医保互认，逐

步在国家层面得以解决。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李华栋建议从体制上

解决医保报销难题。目前各行政区域内的职工

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业务分别由两个不

同主管部门管理的经办机构办理，增加了体制

成本，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两套办公用房、办公

设备和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各成体系，导致资

源不能共享，行政效率低。他建议破解两个部

门、两套系统、两套政策的难题，建立统一缴

费、治疗、转诊、报销手续。

医改专家：药品目录对接并不难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委员、北京大学经

济学教授刘国恩认为，要从技术上实现省份之

间的医保目录对接也不难。

药品有几大类， 国家基本药物、 全国基

本医保甲类目录药物、 地方增补基本药物、

全国基本医保乙类目录药品、 非医保药品。

刘国恩说， 虽然有国家基本药物， 但医保目

录的地区性特点强， 地方决定了相当程度的

药品、耗材、器械采购，还有价格调整空间。

他认为， 从长远看， 要依靠提高医保统筹层

次来解决异地就医问题， 如果实现了全国统

筹就好了， 但目前很多省还没实现省内统

筹。短期来说，通过网络手段，就能快速实现

省份之间医保目录实时对接。 比如， 可以让

成都的医生便捷地在网络上给重庆来的患者

尽量选用重庆可报销的药品， 这在技术上已

经没有障碍。

刘国恩表示， 目前医保由地方政府 “包

办”，推进便民服务的动力还不足。他建议借

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方式，由政府买单、商业保

险机构来提供服务。商业保险机构可收取一定

的服务费，并形成竞争机制，这相比政府的运

作成本只是小头，还是利大于弊的。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自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软件提升

组去年11月成立以来， 他们的办公室里，

蓝色的工作墙上便写满了红黄相间的工

作进度，从大约3个月前起，成都全市九大

窗口行业也纷纷行动起来， 提升服务水

平。 记者昨日从财富论坛软件提升组获

悉，如今5场关于“服务”的通用培训任务

已经完成。

景区指路牌写清路程数

市民叹贴心

成都人黄黎在“北漂”了七年后，今年

春节携妻带子回到成都。大年初三那天，他

们一家三口走进杜甫草堂，准备感受“第四

届成都诗圣文化节”的韵味。刚走进草堂正

门，黄黎就感到，这跟他记忆中的草堂不一

样了———棕色的指路牌上， 清晰地标注着

从正门到诗史堂有大约60米，“一般景区指

路标个方向就够了，这么细致的指路服务，

我还是头盘遇到。”黄黎感叹说。

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告诉黄黎，为了

帮游客“精确定位”，景区在指路牌上添

加了路程数，但这仅是景区改造标识标牌

工作的一部分。为了在财富论坛召开时以

更温馨的姿态迎接四方来客，杜甫草堂还

准备统一指识牌的图标风格、色彩、中英

文对照，在售票窗口、游客中心、卫生间等

地方作重点布置。

“财富论坛真是给了成都打造城市细

节一次焕然一新的契机。”黄黎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他为家乡能举办这种盛会感到

开心。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日新月

异的城市风貌、微笑温和的服务态度，“这

些无形的‘财富’最终会沉淀下来，让每

一位成都市民受益。”

九大窗口行业联动

培训近4000人次

杜甫草堂为指路牌“换新颜”只是财

富论坛软件提升工作的一个缩影。 进入

2013年，市公安局、市交委、市经信委、市商

务局、市文化局、市卫生局、市金融办、市旅

游局、市医管局、市兴蓉集团等相继召开行

业动员大会， 全市九大窗口服务业纷纷行

动起来，为打造一个“温馨成都”而努力。

市交委开辟“空中英语课堂”节目，和

成都交通广播电台合作，从2月24日正式开

播为期一年的节目， 每日分四个时段滚动

播放，司机们能一边工作，一边逐渐掌握简

单的英语日常对话。 市医管局通过多渠道

组建外语人才队伍， 比如市三医院就招募

了双语青年志愿者50人， 市管公立医院三

级以上医院还完成了国际门诊设置。

财富论坛软件提升组昨日表示，这些

“软件”工作看起来微小，但却最能直抵

人们的内心。交通、食宿、旅游、医疗，每一

样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是窗口

行业，能代表成都的对外形象，但对每位

成都人来说，更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

分。”接下来，全市窗口行业还会按照国际

标准规范，通过岗位练兵、行业竞赛等方

式，实施好行业达标提升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摄影实习生 刘振华

你能想到，石油钻采设备会和生物学

有什么联系吗？作为中国石油钻采装备研

发制造龙头企业的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简称“宝石机械”

），把除总部研

究院以外的首个研究中心设在了成都成

华龙潭总部经济城的宝石机械成都装备

制造分公司（

简称“成都宝石”

），看重的

就是成都丰富的人才和科研院所资源，这

其中就包括“仿生学”。据了解，宝石机械

成都研究中心预计将于今年投入使用，将

主攻石油钻采未来五到十年的前沿技术

研究。

不同的地层设计不同的钻头

俗话说“上天容易入地难”，借助飞

机， 人们很轻松地就可以升到万米高空，

但要进入地下数千米上万米，却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

成都宝石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邓猛

告诉记者，这种不容易来自地质结构的不

确定性，要想深入地下，就要根据不同的

地质结构使用不同的钻头，而成都宝石的

一个重要业务，就是生产适应各种地质条

件的钻头。对坚硬的地层，就要使用超硬

的牙轮磨削钻头。 而对于较软的地层，则

用“牙齿”长一点的钻头，否则就会因为

泥土太粘而钻采非常吃力。 正因为如此，

每一个油井可能需要的钻头都会不一样，

成都宝石就会根据不同的需求立即设计

出不同的钻头，并通过“柔性生产”，及时

响应前方的需求。

钻采深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钻头的

质量。邓猛说，钻采越深，温度和地层压

力就越高，钻头的磨损就更大。地下2000

米以下为浅井，3000～5000米为中深井，

5000～7000米为深井， 而7000～8000米

以下则为超深井， 成都宝石的钻头可钻

到这个深度， 目前国内能生产达到这个

深度钻头的企业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

家。

从2009年10月公司整体并入宝鸡石

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并迁往成华龙潭总

部经济城，公司正在经历二次创业的上升

期，其产品已在中国的克拉玛依、塔里木、

大庆等多个油气田使用， 并广泛用于中

东、中亚、东南亚等石油盛产地区。

钻头已经用于页岩气的开发

最近几年， 页岩气开采成为热点。因

为页岩气分布在岩缝中，为了提高页岩气

井的产量，与大多数石油开采的垂直井不

同，其开采时需要用到水平井技术，即垂

直井下去后“拐弯”横着打井，而且要保

证井的口径一致。但是打水平井会使钻头

与岩壁的摩擦力增大，同一口井就会出现

直径不同的情况。 除了使用加硬材料外，

还需要对钻头结构进行调整，这些都需要

成都宝石自身的研究作技术支撑。 目前，

成都宝石的钻头已经用于川东、川南页岩

气的开发。

更多的技术支撑正往成都聚集。记者

在成都宝石生产基地看到，一栋12层楼高

的大楼已接近封顶，这就是独立于成都宝

石的“宝石机械成都研究中心”，而这个

研究中心是宝石机械除总部研究院以外

的第一个研究中心，预计今年内就将投入

使用，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井口压力控制、

海洋石油钻采、油田特种车辆等。邓猛告

诉记者，之所以选择成都，一是成都的地

理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成都的人才资源

和在此聚集的大量科研院所、配套材料生

产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记者 王勤

83天

今日关键词：现代制造成都

财富全球论坛举办在即，成都九大窗口行业纷纷提升服务，惠及每位成都人

杜甫草堂换路牌：

前方10米大雅堂

成都造油井钻头

可入地7000米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圣 段韵）

昨日下

午，交警六分局大院内，十多名交警端坐

在草坪上，跟着一位“老外”练习英语。

据了解，为迎接6月即将在我市召开

的财富论坛， 提升民警对财富论坛的保

障和服务能力， 交警六分局专门开设英

语培训课，请来外教为民警授课。现场培

训课程以口语为主，除了日常问候、表达

欢迎的内容外， 还侧重练习指路时的正

确用语。

一位八旬老人的医保烦恼 追踪

责编 张乃亮 编辑 文多

美编 赖祥珍 校对 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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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安置

重点解决

标准统一

一定追求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成渝两地可先试点医保互认

现场

医改4年

国家投入超2万亿

交警学英语 重点练指路

杜甫草堂，指示牌上标出了距离

胡晓义说自己随身携带着这张社保卡，“有备无患。” 新华社发

每个油井需要的钻头或许都不同， 工厂也

需要生产各种钻头

成都商报记者现场提问 人大新闻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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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继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