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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吉秋平）8月30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从9月1
日起，我省调整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
特殊疾病有关规定，将国家谈判药品、
中药饮片和中药颗粒纳入门诊慢性特
殊疾病用药范围，实行定额标准结算，
进一步减轻参保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此次调整中，我省将国家谈判药品
纳入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用药范围。一

是实行按定额标准结算的门诊慢性特
殊疾病病种，开处国家谈判药品（慢性
肾功能衰竭、器官移植术后、血友病、黄
斑病变和肺动脉高压等五种疾病除
外），不占所申请疾病的定额标准，单列
计算，药品费用按住院比例结算，计入
个人年度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
额。二是实行按住院比例结算的门诊
慢性特殊疾病病种，根据参保人员实际
病情开处国家谈判药品，药品费用计入

个人年度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
同时，我省将中药饮片和中药颗

粒纳入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用药范围。
一是实行按定额标准结算的门诊慢性
特殊疾病病种，开处中药饮片、中药颗
粒，执行所申请疾病的定额标准，超出
定额标准的，医保基金不予支付。二
是实行按住院比例结算的门诊慢性特
殊疾病病种，根据参保人员实际病情
开处中药饮片、中药颗粒，费用计入个

人年度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
三是定点医疗机构社保服务医师应当
严格遵循中医辨证施治原则，为门诊慢
性特殊疾病患者开处中药饮片、中药
颗粒，药量不得超过最新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规定的最大用量。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让
参保人看病就医更加方便，省医保局
要求将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申请认定工
作授权给全省50家定点医疗机构办

理，定点医疗机构会成立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慢性特殊疾病认定专家小组，
制定认定流程，组织专家对参保人所
申请的门诊慢性特殊疾病进行认定和
审核。定点医疗机构须将参保人员的
相关疾病信息上传至医保信息管理系
统，实行线上备案。此外，我省需要申
请慢性特殊疾病门诊治疗的参保人
员，最多可选择两家定点医疗机构（含
异地就医）。

将国家谈判药品、中药饮片和中药颗粒纳入

我省调整医保门诊慢性特殊病用药范围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8月30日，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公示近期全省范围内发
生的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肇事致
人员伤亡的多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获悉，今年以来涉及酒驾醉驾肇
事突出，共涉及酒驾醉驾肇事 293
起，死亡67人。其中，摩托车肇事最
为多发，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
总数的38.3%和40.9%。尤其是在农
村地区（国省道和农村公路）道路酒
驾醉驾事故多发，事故主要集中在20
时至次日凌晨4时，其中21时至22
时事故最为多发。

海口“8·20”交通事故
8月20日23时许，谢某奇醉酒驾

驶（酒精检测 137 毫克/100 毫升）琼
AE--39小客车由海口市泰华路往滨
海立交桥方向行驶，行至滨海立交桥中
间路段，追尾碰撞到同向行驶的李某驾
驶的琼A1--06二轮摩托车（搭载王某
某），随后谢某奇驾车继续行驶，行至滨
海立交桥桥尾路段，追尾碰撞到同向行
驶的陈某文驾驶的琼 A7--Z6 小轿
车，造成摩托车乘车人死亡。

海口“8·25”交通事故
8月25日21时许，符某舜醉酒驾

驶（酒精检测 138 毫克/100 毫升）琼
A6--L6小客车沿海口市蓝天路由东
往西行驶，行至蓝天路与西坡路交叉
路口时，追尾碰撞到韩某定驾驶的琼
CG--51 小客车，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初步调查，符某舜醉酒驾驶是引发
事故的主要原因。

儋州“8·27”交通事故
8 月 27 日 2 时许，许某波酒后驾

驶（吹气检测为 54.9 毫克/100 毫升）
琼 CD--20 小客车从儋州市那大镇
往临高县波莲镇方向行驶。2 时 45
分许行至波洛线 28 公里加 850 米急
弯路段时，与对向李某鱼驾驶的二轮

电动车（搭载黄某梅）发生碰撞，造成
李某鱼当场死亡、黄某梅经抢救无效
死亡。经初步调查，事故原因系许某
波酒后驾车，途经偏左占道行驶，二
轮电动车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

文昌“8·25”交通事故
8月25日23时许，丁某健酒后驾

驶（经鉴定血液酒精含量 69.6 毫克/
100毫升）琼CH--90小客车沿文清
大道从文昌市文城镇往清澜圩方向行
驶至文清大道694号前路段时，适遇
梁某某从北往南跨越中间隔离护栏行
走到南幅路面中间车道内，被小型轿
车碰撞，造成梁某某当场死亡。

我省曝光多起酒驾醉驾肇事典型案例
今年以来全省共涉及293起，死亡67人

海口三亚明起推行
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罗霞）据商务部
网站8月30日发布的消息，商务部、公安部、税务
总局加快推进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跨省通办，自
9月1日起在218个城市开展小型非营运二手车
异地交易登记第一批推广应用，海口、三亚被列入
推广应用城市名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部署要求，加快推行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交易登记
跨省通办，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相关部门近期印
发通知加快推进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推广应用。
通知明确，自2021年9月1日起开展小型非营运
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第一批推广应用，推广应用
城市共计218个。

与前期20个城市试点相比，二手车交易登记
跨省通办城市数量大幅增加，二手车异地交易将
更加便利。

海南重拳整治六类
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
平虎）近期，全省范围内酒驾醉驾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引发事故呈多发态
势，省公安厅决定于2021年 8月26
日至12月31日，在全省范围部署开
展重拳整治酒驾醉驾等六类交通违法
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据介绍，此次重点整治的六类交
通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酒驾醉驾、无证
驾驶摩托车、无牌无证摩托车上路、报
废摩托车上路、驾乘摩托车不佩戴安
全头盔、中小学生违规骑行。

省公安厅明确，对六类交通违
法犯罪行为实行“零容忍”，坚持依
法顶格处罚，提升整治威慑力，通过
严管引导全社会提升交通安全意识
和文明素质。

我省提升大型商业综合体
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省消防救援总队联
合省商务厅在海口召开全省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
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现场会。要求全面提升大型
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水平，防范化解
重大消防安全风险。

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了海口市新城吾悦广场消
防安全标准化建设成果，海口万达广场、三亚免税
店相关负责人就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建设、消防安
全规范管理、消防安全措施创新和消防设施建设、
微型消防站建设等进行了经验介绍。

据了解，目前全省面积达3万平方米以上、集
购物、餐饮、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商业综
合体有62家。这类场所体量大、业态多、结构复
杂、人员密集，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不容忽视。近年来，
海口、三亚两地消防救援机构指导企业按照“管理
团队健全、网格责任细化、教育培训务实、风险隐
患上账、安全交底清楚、科技赋能有效、应急处置
有力”的建设标准，深入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
安全管理达标建设工作。

部分大型商业综合体企业在规范消防安全管
理的同时，积极创新消防安全措施。如海口吾悦
广场、万达广场利用现代信息智能技术，实现消防
管理由“人工化”向“智能化”转变；三亚免税店建
立一支以17名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消防员为核
心的应急处置团队，企业整体消防安全应急处置
能力得到质的提升。

澄迈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潘秋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张运勇）海南日报记者8月30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澄迈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潘秋
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省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国内首例多中心5G同步
机器人辅助手术实施成功
上海六院海口医院参与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8月25日，由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专家团队领衔的四地5G远程同步
机器人髋膝关节置换手术分别在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
院（以下简称上海六院海口医院）、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
院进行。据悉，这是国内首例多中心5G同步机
器人辅助手术。

手术开始前，上海六院海口医院骨科执行主
任王挺及陈元良副主任医师通过5G传输，将患
者的资料传输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
心，上海骨科专家张先龙团队实时修改并更新患
者的手术计划。上海、海口两地专家通过在线互
动，最终确认患者的手术方案。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骨科教授张长
青表示，将5G远程医疗应用于人工关节领域，在
多点多中心开展同期手术，在国内尚属首次，“这
有助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对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据了解，在传统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中，即使是
经验丰富的医生，一般也仅能达到85%的准确
性。机器人辅助能够帮助医生标准化、精确化完
成每例手术，手术准确性接近100%。

旅游市场升温
景区游人纷至

8月28日，游客在三亚南
山文化旅游区游览。

随着近期疫情防控形势
好转，全国多地恢复跨省团
队旅游及“机票+酒店”经营
业务，一些游客抓住暑期尾
巴出门旅行，三亚各景区逐
步恢复旅游热度，各地游人
纷至沓来。据统计，当天三
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接待游客
量超过3000人次。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孙
慧）自2018年以来，我省累计建成农
村卫生厕所125.29万座，农村卫生厕
所覆盖率已达到98.8%，基本实现农
村户用厕所全覆盖，高于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覆盖率68%的平均水平。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30日从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获悉的。
2018年以来，我省开展“厕所革

命”三年行动，累计建成农村卫生厕所
125.29万座，覆盖率每年提高约7个
百分点，基本实现农村户用厕所全覆
盖。不过，农村卫生厕所污水处理管
网还需进一步推广建设，推进农村厕

污一体化处理。
据了解，虽然我省农村户用厕

所覆盖率已提高，但部分农村户用
厕所使用存在问题。今年 5月份，
我省开展农村户用厕所摸排整改工
作，排查农村户用厕所38.44 万座，
发现问题厕所1122座，不能用的厕

所主要存在注塑化粪池浮桶、管道
损坏、厕屋沉降开裂、粪污堆积未及
时处理等问题。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农村户用
厕所防渗漏改造工作，提出就地改
造更换化粪池、厕污一体化治理、集
中新建公共化粪池等渗漏厕所改造

模式，安排厕所防渗漏改造任务
5.05万座，截至8月20日，全省已开
工3.55万座，开工率70.4%，竣工率
51.9%。

据悉，省住建厅要求11月底前全
面完成5.05万座农村户用厕所防渗
漏改造任务。

海南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98.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省累计建成

农村卫生厕所 125.29万座自2018年以来
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

已达到98.8%
基本实现农村户用厕所全覆盖

高于全国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68%的平均水平
制图/孙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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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领导班子高
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始终坚持把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

上半年，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李斌带领团队，多次走访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领导，找出自

贸港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的痛点和堵
点，针对农业农村信用体系薄弱和“农
业资源、资金、资产”交易难的问题，提
出用两个支点撬动自贸港乡村振兴，
即逐步培育农村信用体系和支持农业
农村三资平台建设。

一是“信用村”建设不断扩大邮

储振兴“三农”的品牌效应，有效带动
村内贫困户的脱贫和致富。2021年
上半年，全行已通过“信用村”评定
401个，认定信用户19565户，整村
批量开发、批量受理和批量放款1.8
万笔、20.96亿元、余额7.25亿元，不
良率1.00%。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信用村”建设率先完成海南“县域”
全覆盖，是金融同业内首个构建“三
农”诚信体系的银行。

二是把农业农村“三资”客户平
台拓户作为重要抓手，与世纪圆通等
科技公司合作，运用农业农村“三资”
交易平台数据建设契机，实现批量获

客。截至2021年上半年，海南农业
农村系统客户累计新增2441户，其
中本年农业农村基层单位“三资”账
户累计新增817户，村委会和村小组
账户30户，新型农业农村经营主体
累计新增38户。

（撰文/蔡克明 许哲）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乡村振兴工作做好“农”字文章

邮储银行儋州市分行深入乡村养鸽专业合作社进
行邮政金融服务。 符德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