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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8月2日电（记者余里）
记者8月2日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获悉，当日上午成都大熊猫晶晶、思缘
分别诞下一对雄性双胞胎，成为成都大
熊猫基地今年的第三、第四对双胞胎。

据成都大熊猫基地大熊猫专家杨
奎兴介绍，晶晶属于初次产仔，它于7
月1日开始出现减食、喜睡、活动少等
症状，并从7月27日起开始出现烦躁不
安、啃木床等临产症状。8月2日4时
10分，第一次破羊水；5时40分，顺利
产下大仔，雄性，初生体重为171.5克；6
时12分，又产下小仔，雄性，初生体重
为163.5 克；目前，双胞胎各项体征良
好，活泼健康。

思缘属于经产猫，此次为第二次产
仔，它于7月5日开始出现减食、喜睡、
活动少等症状，并从7月28日出现舔外
阴、烦躁不安等临产症状。8月2日8时
20分，破羊水；11时12分，顺利产下大
仔，雄性，初生体重为174.1克；11时35
分，又产下小仔，雄性，初生体重为
180.4克；目前，双胞胎各项体征良好，
活泼健康。

成都大熊猫基地今年已成功繁育大
熊猫5胎9仔。据统计，截至目前，成都大
熊猫基地已成功繁育大熊猫138胎165
只，建立了现存144只的全球最大的大熊
猫人工圈养种群（包括部分野外救助）。

大熊猫晶晶、思缘分别
诞下一对雄性双胞胎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
见》，部署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制度建设，筑牢全民基本医疗保
障网底。这是我国在重特大疾病保
障与救助机制建设上的又一“改革
力作”，对规范和完善我国大病保险
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党外人士
座谈会上专门强调：“要加强民生保
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
网。”如果说现代医疗保障制度是家
庭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那么
大病保险制度则是保障家庭避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最重要的一
道防线。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经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涵盖基本医疗、
大病保险、民政救助、慈善救助等方
面的立体医疗保障体系。但长期以
来，困难群体得了大病重病无钱治
疗、贫病交加的现象仍旧存在，“辛
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依
然是民众心里的隐忧、社会稳定的
隐患。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瞄
准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
点”，将有限资源向最需要的困难群

众、最迫切的大病重病倾斜，是切实
加强民生保障的实事，将守护社会医
疗保障底线，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
疗支出，使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更公
平、更有效。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
持续深化医改的重大举措，然而改革
不会一蹴而就。一方面，在落实这一
惠民举措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报销目
录受限、筹资难、统筹层次低等诸多
困难；另一方面，从一些前期试点来
看，一些地方医保“吃紧”，使得大病
医保资金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些，
都需要各地相关部门发挥深化改革
的主动性，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让惠
民好政策落实不打折。

意见的实施关键在于行动。未
来，各地应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
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地方探
索向困难群体有效倾斜的具体办法，
努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
精准性。此外，应加强与基本医疗、
民政救助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
补联动，打好“组合拳”，建起一个全
方位、立体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网，让
大病困难群体更有尊严。

记者 李思远 潘强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一场大病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大病是不少家庭
“致贫”“返贫”的直接原因。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的意见》，这一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上的拓展和延伸，能否发挥“双保险”的作用，
进一步减轻居民就医负担，让大病就医更“有底气”？专家给予了分析和解答。

河北省承德市年仅2岁的宝宝（化
名），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到北京住院治
疗，花去医疗费用11.5万余元。出院
结算发现，由于她参加了2015年度的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医保基本基金报
销了 5.25 万元，大病保险又报销了
1.78万元。

从宝宝的例子可以看到，大病保险
是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在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上给予进一步保障。

“国际上有一个通用概念——家
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就是将一个家庭
的总收入减去家庭必需的食品等生活
支出作为分母，这个家庭一个年度内
累计的医疗支出作为分子，其比值如
果大于或等于40%，也就意味着这个
家庭发生了灾难性的医疗支出。”国务

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
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介绍，原卫生部
新农合重大医疗保障是从病种起步
的，包括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
22种疾病。这次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
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
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
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这
个病就是大病”。

意见规定，高额医疗费用，可以个
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
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
主要测算依据。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
化情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细化
大病的科学界定标准，具体由地方政
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此前，我国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已
经在多地推开，截至今年4月底，分别
有287个和25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
了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大病保险工
作，覆盖人口约7亿。在界定大病保险
的标准上，各试点地方有不同的做法，
如河南省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居
民，只要在一个保险年度内住院（含规
定的门诊慢性病）累计发生的费用超
过1.8万元，就可在经过基本医保报销
的基础上，获得大病保险的“二次报
销”；甘肃省规定，只要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的患者个人支付的合规医疗费用
超过5000元以后，都可以得到大病医
保报销。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关于全面实
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规定，大病
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的参保人，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
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

大病保险是什么？保障谁？

意见提出，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
比例应达到50%以上，随着大病保险
筹资能力、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
提高支付比例，更有效地减轻个人医
疗费用负担。按照医疗费用高低分段
制定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医疗费用越
高，支付比例越高。

“由于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对居民住院医疗费用的实际报销
比例大体能达到50%以上，加上大病

保险，未来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费用
总体实际报销比例能超过70%。”南
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
心主任朱铭来认为，大病保险的全面
实施能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问题。

江西省自2013年在新余等地试
点大病保险制度。新农合患者在统筹
区域内定点医院就诊，基本医保报销
后，个人自付合规医药费用超过上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部分，均纳入大病保
险报销范围。以新余市为例，2013年，
享受大病保险补偿的城乡居民实际结
报率提高了15%。

朱铭来说，意见在确定大病保险
的保障水平时，还提出了两个要求，一
是“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二是“鼓励地方探索
向困难群体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努
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准
性”。这是强化大病保险补偿机制的
提质增效，将有限的大病保险基金用
在真正迫切需要的人群身上。

就医经济负担能减轻多少？

“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并不能完
全确保每一位大病患者都不发生
灾难性支出。”国家卫计委有关负
责人在对意见进行解读时表示，强
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
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明确
分工，才能更好地避免因病致贫和

因病返贫。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的低保户鄂

建英在丈夫车祸去世后又被查出患乳
腺恶性肿瘤，治疗费用花了21万元。
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为她报销了
一多半的花费，而除去基本医疗和大
病保险报销，她还得到了5万元的大病
关爱金和1.6万元的大病救助金。这

些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社会捐
助、慈善救助等。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张振忠
认为，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
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有助
于形成保障合力，关键是要尽快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切实做好制度之间的

“无缝衔接”。
记者 胡浩 王思北 高皓亮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还不能报销的部分怎么办？

短评

新华社贵阳8月2日电（记者齐健）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英文简称：
FAST）2日成功拼装首个反射单元。
在未来数月内，4450个反射单元将拼
出近30个足球场大的接收面积，以“捕
捉”远在百亿光年外的射电信号。

记者在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
FAST工程台址看到，首个边长11米的
三角形铝合金制反射单元在大型吊机的
操控下吊装就位。反射面安装工程项目
经理黄万平说，FAST的主动反射面是
由上万根钢索和4450个反射单元组成

的球冠型索膜结构。每个反射单元由
100块子单元构成，共计445000块面
板，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

目前世界上已建成最大的美国阿
雷西博射电望远镜是固定望远镜，球面
天线直径350米，由于它不能转动，只
能通过改变天线溃源的位置扫描天空
中的一个约20°的带状区域；而FAST
的反射面直径500米，球冠张角达到
110°～120°。

FAST项目馈源支撑系统总工程
师孙才红说，射电望远镜跟接收卫星信
号的天线锅是一个原理，通过锅的反射

聚焦，把信号聚拢到一点上。之所以称
“主动反射面”，因为FAST的索网结构
可以随着天体的移动自动变化，带动索
网上活动的4450个反射单元，通过主
动控制在观测方向形成300米口径瞬
时抛物面。

FAST 工程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FAST的巨大身段，不仅使其成为对脉
冲星、类星体等各种暗弱辐射源进行精
密观测的利器，有助于解答宇宙初始混
沌、暗物质分布与大尺度结构，以及星
系与银河系的演化等领域的谜团，而且
在深空探测、脉冲星自主导航、高分辨

率微波巡视、非相干散射雷达接收系统
和太空天气预报等方面，未来大有用武
之地。

据了解，反射面安装完成后，FAST
还将陆续进行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
制系统、馈源与接收机的安装调试，以
及观测基地建设，预计明年9月正式投
入运行。而针对FAST科学目标发展
不同用途的终端设备，建造一流的天文
观测站，将推动FAST在日地环境研
究、搜寻地外文明、国防建设和国家安
全等国家重大需求方面发挥不可替代
的巨大作用。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首个反射单元成功拼装

国办印发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意见

“双保险”能否
让居民就医更“有底气”？

让大病困难群体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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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熊猫晶晶和思缘诞下的两对
熊猫双胞胎。 新华社发

全覆盖 新华社发 赵乃育 作

8月2日，在沧州市烈士陵园举行的张楠烈士
骨灰安放仪式上，武警战士手捧骨灰盒从张楠烈士
遗像前走过。

今年7月26日晚，我驻索马里使馆所在酒店遭
遇恐怖分子汽车炸弹袭击，张楠不幸在袭击中颈动
脉破裂，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张楠系河北省沧州
市吴桥县籍，牺牲时年仅28岁。张楠烈士的灵柩8
月1日晚回到济南，武警部队追授他“中国武警忠诚
卫士”奖章。 新华社发（傅新春 摄）

我驻索马里使馆牺牲警卫人员

张楠烈士魂归故里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吴旭 张东华）根据国
务院、中央军委统一安排，2015年全国夏秋季征兵
工作从8月1日起全面展开，于9月30日结束。

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今年征集对象以高
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
主，重点做好大学生征集工作，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
年入伍，优先批准应届毕业生入伍。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高校集中地区全部征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青
年。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
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少数民族居住
集中地区将多征集懂双语言、文化程度较高、有专业
特长，特别是部队建设需要的优秀少数民族青年入
伍。革命老区将多征集老红军、老复员军人后代入
伍。征集的年龄男青年为年满18至22周岁，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可以放宽至24周岁，初中文化程度男青
年不超过20周岁。女青年为年满18至22周岁。根
据本人自愿，可征集年满17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入伍。

夏秋季征兵全面展开
9月30日结束

这是8月1日晚在天津极地海洋馆拍摄的白
鲸。

8月1日，“海底苍穹·鱼我共眠”主题海洋夜活
动在天津极地海洋馆举行，夜宿的参观者们同众多
海底生物共度奇妙夜。 新华社发（李想 摄）

天津：海洋馆奇妙夜

新华社贵阳8月2日专电（记者向定杰）2日1
点30分左右，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发布通告，7
月31日下午发生的贵阳“伤医案”犯罪嫌疑人于8
月1日晚11点50分被警方控制。

贵阳警方表示，7月31日17时许，贵阳市第四
人民医院主任医生宋开芳在单位停车场被一男性患
者用刀捅伤。案发后，贵阳警方迅速明确犯罪嫌疑
人身份。600余名警力在环城林带经过30小时持
续搜捕。8月1日晚11时50分，在望城坡附近成功
抓获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目前，案件相关情况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贵阳“伤医案”犯罪
嫌疑人被警方控制

据新华社济南8月2日电（记者吴书光）今年上
半年，山东省检察机关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共立查职
务犯罪嫌疑人2360人，其中大案1408件、县处级以
上干部要案125人。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检察院获悉，山东省检察机
关不断加大办案力度，突出查办大案要案，上半年共
立查职务犯罪嫌疑人2360人，其中大案1408件、县
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25人，大要案率达86.9％。

山东上半年查处县处级
以上干部要案125人

新华社广州8月2日专电（记者黄浩苑）广州噪
音投诉平均每天约200宗，噪音扰民的问题亟待解
决。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表示，已经开展公园噪音
测控设备的调研，并将在市属公园进行噪音测控试
验，再在全市推广。

新的《广州市公园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正
式实施，对公园的噪音管控进行了严格规定。条例
明确，每日13时至15时和22时至次日8时，禁止在
公园开展使用乐器、音响器材的活动和歌唱等产生
较大音量的活动。

广州将在公园
配置噪音监控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从500米高空航拍的FAST全景。

⬆ FAST首块反射面安装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