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点担心

今年缺口能不能补上

但今年10月后， 如按照省上规定的补

助20%， 该医院将获170多万元的财政补

助，届时的缺口还有200多万元。温院长担

心，新津有两家试点医院了，“今年财政估

计不会给我们600万了”。

不过，按照市相关部门测算，新津县人

民医院其实可以消除影响缺口。 只是在即

将取消药品加成的36家县级公立医院中，

确实还有10多家医院存在缺口。

因此，省财政和卫生等部门在9月17日

的全省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相关会

议上，反复强调了“财政兜底”，以消除医

院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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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起 36家县级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均为公立医院，同时其门（急）诊诊查费将上调6元,上调费用医保可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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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汛期结束，经历地震后地质灾

害防范压力骤然增大的邛崃市国土部门工

作人员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虽然汛期发生

了数十起地质灾害， 造成一定房屋损毁，但

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据了解， 为了加强防范地质灾害，保

障群众生命安全，邛崃市通过科学划分地

质灾害防灾减灾巡查网格，构筑“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防灾减灾网格化管理体

系，对高何镇等16个镇乡及景区建立和推

进防灾减灾网格化管理进行工作督查，促

进防灾工作责任落实。

创新网格式防灾管理

前不久， 成都商报记者在邛崃市国土

局看到这样一张表格，纵向是各乡镇名称，

横向则是分管领导、市级部门负责人、乡镇

负责人、村“两委”负责人、隐患点监测责

任人的姓名、电话、责任分工等，一目了然。

据邛崃市国土局党组成员、集建中心

主任李明介绍，邛崃市通过科学划分地质

灾害防灾减灾巡查网格，出台了地灾防治

工作网格化管理办法，制定了巡查分工网

络表和防灾避险网格化管理责任表，一清

二楚到了每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位。

“一旦发生险情， 上至邛崃市级分管

领导，下至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均能按照

各自职责和岗位分工，迅速投入到抢险避

灾工作中，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群众的生命

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李明告诉记者。

安全度汛 无人员伤亡

7月中旬一次强降雨后， 为进一步摸

清潜在地质灾害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0人对邛崃

市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共排查出62处新增

隐患点。邛崃市国土局立即指导镇乡对严

重受威胁的群众进行了避险转移，并落实

了相关防灾措施。

整洁的床铺、电扇、临时厨房里热腾

腾的饭菜……在原南宝小学的安置点内，

80多名紧急转移的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这里，晚上还可以看坝坝电影。据了解，

除了向群众宣讲地质灾害知识、做心理辅

导、 请经历过地质灾害的人亲身讲述外，

还安排了 “坝坝电影”、“百姓故事会”、

晚会形式的小游戏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

李明介绍说， 虽然汛期发生了数十起

地质灾害，造成一定房屋损毁，但没有出现

人员伤亡。汛期结束后，将对一些地质灾害

隐患点进行工程处理， 同时新一轮排查工

作也将展开。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一份账单

住院均次药费减少80多元

“要说取消药品加成，我们最有发言权！”

得知成都商报记者来意后，温尔刚“亮”出了一

份账单：在消费比例上，今年患者门诊均次费是

142元，40%是药费，住院均次费是4230元，药费

占了39%。根据这个账单，试点基本药物零加成

后， 该医院患者的门诊均次药费减少了近3元，

住院均次药费减少了80多元。

而对医院来说， 去年药品销售额占医院总

收入的近39%，取消药品加成后，药品收入影响

约1000万元， 提高门诊诊查费等医疗服务价格

后，可补偿430多万元，加上医院自身消化能力，

缺口在400多万元。 但新津县给出的财政预算

（600万元）将缺口补齐了。

网格式防灾管理 邛崃安全度汛

又讯（记者 刘文藻）

昨日，由共青团

成都市委、成都公交集团、成都地铁公司

等联合主办的 “绿色健康行 成都青年

行”无车出行公益行动拉开帷幕。所有

在成都工作的私家车主， 可下载咕咚网

运动手机客户端， 按上下班高峰期搭乘

公共交通的里程

数兑换鸡蛋，捐赠

给困难家庭学生

和留守学生。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赵素冰 ）

昨天是

首个公交出行宣传周最后一天，也是世

界无车日。成都市设立了禁行区，对天

府广场周边区域进行了交通管制，禁止

社会车辆通行，以此倡议市民减少对汽

车的依赖，多走路，多骑车，多乘公交，

绿色低碳出行。昨日上午10点，管控准

时开始。

市交委也在昨日禁行范围内的省科

技馆南广场举行了以“绿色交通·清新空

气”为主题的无车日活动。参与签名活动

的韩先生表示，他希望这个活动不仅仅是

一天，而要真的能够推动绿色出行。

绿色出行“无车日” 里程数献爱心

36

家医院名单

温江区人民医院

温江区中医院

新都区人民医院

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新都区中医医院

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青白江区中医医院

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龙泉驿区第二人民医院

龙泉驿区中医医院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都江堰市中医医院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

双流县第二人民医院

双流县中医医院

新津县人民医院

新津县中医医院

彭州市人民医院

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彭州市中医医院

崇州市人民医院

崇州市中医医院

郫县人民医院

郫县第二人民医院

郫县中医医院

大邑县人民医院

大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大邑县中医医院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金堂县第二人民医院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蒲江县人民医院

蒲江县中医医院

金堂县第三人民医院

金堂县中医医院

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获悉，10月1日起，成

都市36家县级公立医院将取消药品加成 （但

不包括中药饮片），即取消“不超过15%的加价

率”。届时，患者承担的药费将更加低廉。

这是成都市新医改中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按照《四川省县级公立医

院取消药品加成经费补偿办法》，这些医院取

消药品加成所减少的收入，将通过提高医疗服

务价格、 财政补助和医院消化等渠道进行补

偿。相关文件将于近日出台。

门诊患者均次少掏约7.5元

成都市现行药品加成政策是：县及县以上

医院销售药品，在实际购进价的基础上，顺加

不超过15%的加价率销售。

去年，成都市县级公立医院门诊患者人均

每次花费133元，其中药品费63元。据药品加成

率测算，县级公立医院门诊患者人均每次花费

中，药品加成约7.5元。取消药品加成后，将相

应降低约7.5元。 住院患者的平均每日药品费

也将有所下降。去年，成都市县级公立医院住

院患者每日平均收费为541元， 其中药品费为

213元。根据相关测算，药品加成约25.2元。

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药品会不会提高进

价呢？记者采访了解到，按照相关规定，取消药

品加成后，这36家医院的药价也不能超过国家

和省公布的最高零售限价。

门诊诊查费等上涨 医保可报销

本次取消药品加成的县级公立医院共36

家，分布于成都市二、三圈层，其中综合医院23

家，中医院13家。在这36家医院中，有10家三级

乙等医院，15家二级甲等医院，10家二级乙等

医院和1家二级无等医院。

取消药品加成后， 这些医院的部分医疗服

务价格也将进行调整。根据省发改委等5部门制

定的方案，这些医院的门（急）诊诊查（中医辨

证论治）费将上调6元，住院诊查（中医辨证论

治）费和Ⅰ、Ⅱ、Ⅲ级护理费将上调9元。其中，

普通门诊诊查费将由目前的每次2元提高到8

元，副主任医师门诊诊查费由每次4元提高到10

元，主任医师门诊诊查费由6元提高到12元。

门诊注射、换药、针灸、理疗、推拿、血透、

放射治疗疗程中则不再收取诊查费，门诊耳鼻

喉科要加收诊查费2元，妇科加收5元。成都商

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医院的门（急）诊诊查（中

医辨证论治）费、住院诊查（中医辨证论治）费

和护理费的上调部分， 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其中门（急）诊诊查费调增的6元会全额报销。

除价格补偿外 财政补助20%

� � � � 8月23日， 省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

《四川省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经费补

偿办法》。根据该办法，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

品加成所减少收入，将通过价格补偿、财政补

助和医院消化等渠道进行补偿，其中价格补偿

70%、财政补助20%、医院消化10%。

9月17日，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卫生局、

市人社局和市中医药管理局等5部门共同拟定

的 《成都市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经费

补偿办法（试行）（送审稿）》已经成都市政

府第17次常务会通过。 记者连日来采访获悉，

“办法”中提出，对于这36家医院因此减少的

收入，县财政在省和市补助的基础上，要承担

20%财政补助额的“兜底”责任。

记者了解到，该文件将于近日出台。

去年， 新都第二人民医院和新津县

人民医院先后试点基本药物零加成。先

行医院为后来者试出了多少经验？ 记者

采访了新津县人民医院院长温尔刚。

一种转变

医生回归本位 大家都欢迎

温尔刚还发现，医务人员的观念也慢

慢在发生转变。

“国 家 已 陆 续 出 台 一 系 列 破 除

‘以药补医’的相关政策，职工也慢慢

认识到药品零加成是大势所趋， 各科

室对药品收入的期望值也都大大降低

了， 观念一转变 ， 推进就没什么阻

力。”温尔刚说。

他还介绍说，该院的医务人员现在更

加注重业务水平的提高，很多职工都提出

要进行业务进修，“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

医生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回归到本位，

所以大家都很欢迎这个事儿”。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天府广场周边，难见车辆踪影 摄影记者 程启凌

一个试点医院院长的经验：

“医护人员对药品收入期望降低”

“绿色健康行 成都

青年行”无车出行公

益行动二维码

药品加成

医院进货

后 ，可按最高

加 成

15%

后

销售 。 如

100

元的药品 ，可

售 出

115

元 。

取消加成后 ，

进价即售价

门诊患者

药费下降

人均可省约

7.5

元

服务费上调

门（急）诊诊查费上调

6

元

（全额报销）

药费下降

人均每天省

25.2

元

住院诊查费上调

9

元

（纳入医保报销）

住院患者

隰

隰

隰

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所减少的收入，将通

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等渠道进行补偿

（药费下降数据基础来自去年的成都市县级公立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