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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给新农合参合农民送“礼”

大病救助新增18个病种

不设限最高能报销 95%

260 公斤胖小伙儿

切胃减肥一周瘦 16 公斤

据 西 安 晚 报

消 息 体 重 近

260 公斤的“中国

第一重”河南胖小

伙儿李源，为了减

肥，到西安唐都医

院做了切胃手术。

12 月 26 日

是李源术后整一

周的时间，医生为

他测量了体重和

腰围， 仅一周时

间， 他已经瘦了

16 公斤多， 腰围

也缩小 18 厘米。

李源的母亲

梁女士告诉记者， 儿子手术后， 一周都没吃东

西，头上的褶子少了，肚子上的肉变软了也塌下

去了。

从手术预期来看，约半年左右，李源将会减

掉超重体重部分的 30%~60%， 而大约两年之

后，体重将可控制在 100 公斤之内。

26 日，医生在病房为李源测量了腰围和目

前的体重，腰围已经从术前的 1.68 米缩小到目

前的 1.5 米。 而称体重时却大费周章，由于一般

的体重秤根本“负担”不了李源的体重，医院只

好从厨房抬来称粮食用的磅秤，经过称重，李源

目前为 233 公斤，比术前轻了 16 公斤多。

据唐都医院普外科主任介绍， 经过一周的

观察， 李源手术效果不错， 目前没有任何并发

症。 正常人的胃容量为 300 毫升 ~400 毫升，而

李源术前胃容量有 1000 毫升左右， 术后仅剩

100 毫升，但从医学上看，这足够支撑他身体的

正常需要，但手术只是李源减肥的开始，在以后

很长一段时期内， 李源都要控制饮食、 加强锻

炼，让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明年 3 月 1 日后，乳腺癌、宫颈癌等 18 个病种相关治疗纳入农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范围，最高可报销 95%。

而且这个报销比例是实打实的“干货”，没有起付线，不受药品目录限制。

【关键词】 大病救助

18 种疾病最高可报销 95%

昨日，省卫生厅新闻通气会发布，我省新农

合政策将作重大调整。

省卫生厅副厅长秦省宣布，乳腺癌、宫颈癌

等 18 个病种纳入农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范围，

在省、市、县医院限（定）额范围内费用，分别按

65%、70%、80%的比例报销， 困难群众还将得到

15%的民政医疗救助基金。

这意味着，得大病的参合农民，最高可报销

医疗费用的 95%。

省卫生厅农卫处处长王耀平解释说，此次纳

入保障范围的大病， 只要在费用标准限定内，没

有起付线， 不受自费药品及住院 15 万元封顶线

限制，实报实销。

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高昂的费用曾挡住

很多患者的生路，以后，在市级医院最高可报销

27.2 万元，个人只需承担 4.8 万元。

所有参合农民都纳入大病保障

从 2010 年开始，我省将儿童白血病、儿童先

心病两类六种大病纳入大病保障，治疗费用可补

偿九成。而此次新规将所有参合农民都纳入大病

保障范围。

新增的 18 种大病治疗方式， 不仅有癌症的

手术治疗，还有重性精神病治疗等。

此外，七种大病在门诊就可接受救治。 比如

尿毒症患者， 在门诊透析最高能报 95%（每年上

限 5 万元）。而儿童先心病也扩大了救治范围，介

入治疗也可享受九成报销待遇（以往只有手术）。

新规将从明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王耀平说，

大病救助第一年实施如果运转健康，今后会考虑

扩大病种。

【关键词】 新农合调整

住院报销实行分级分段补偿

以往有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

性心脏病。 明年 3 月起，新增加肺

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

乳腺癌、宫颈癌、重性精神病、唇腭

裂、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

染（在原新农合报销比例基础上提

高 5%，不限住院次数）、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急性心肌梗塞、血友病、

Ⅰ

型糖尿病、甲亢、再生障碍性贫血、

终末期肾病（尿毒症）等 18 个病种。

■

链接：我省新农合纳入大病医保范围的 20 种疾病

我省新农合一项规定广受欢

迎———新农合缴费时尚未出生的

婴儿， 出生当年可以以参合母亲

身份享受新农合补偿， 不过，“计

划内”宝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 明

年起 ，非“计划内”宝宝也享有同

等权利。

同样人性化的政策还有 ：参

合人员年度内在同级别医院再次

住院的，相应级别起付线将减半；

14 周岁以下（含 14 周岁）儿童住

院的，起付线也同样减半。

此外， 为鼓励患者到门诊看

病，门诊就医报销比例不低于 60%

（现为 50%）。而纳入慢性病门诊治

疗范围的疾病， 比如

Ⅱ

期及以上

高血压病、冠心病（非隐匿型）、精

神病、强直性脊柱炎等，门诊费用

报销比例不低于 70%（现为 60%）。

（《河南商报》供稿）

2013 年新农合报销政策也进

行了调整， 最明显的就是对住院

医疗费用实行分级分段补偿。

以往推行住院医疗费用分级

报销， 比如在乡级医院， 起付线

200 元，报销比例达九成；而在省

级

Ⅱ

类医院，起付线达 3000 元，报

销比例为 65%。

明年起增加了每一级医院分

段报销，超过起付线一定数额内，

报销比例下调 20%。比如省级

Ⅰ

类

医疗机构 ， 起付线 2000 元 ，2000

元至 8000 元补偿 45%，8000 元以

上补偿 65%。

其他重大疾病也开始实施分

段报销：住院一次性花费 5 万元以

内（含 5 万元）部分，按相应级别医

院规定比例报销，5 万

～

8 万元（含

8 万元）部分按八成比例报销，8 万

元以上部分按九成比例报销。

非“计划内”宝宝也可享受母婴共享政策

■

一周瘦了 16 公斤。

201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