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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再获政策支持

4类新建项目
推荐采用装配式建筑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天，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装配式建筑
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对装配式建筑再
次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全力推进“至2020年，全省市
州中心城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30%以
上， 其中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三个中心城市达到
50%以上”目标任务。

《通知》指出，各市州中心城市住建部门在审批本
级新建建筑项目时，4类新建项目宜采用装配式建筑，
分别是：居住建筑（包括普通住宅、公寓楼、集体宿舍、
独栋住宅等），公共建筑（包括办公、教学、医院、宾馆、
写字楼等以及适合钢结构的大跨度公共建筑），工业建
筑（包括标准厂房和仓库等），以及适合于工厂预制的
城市地铁管片、地下综合管廊、城市道路、市政桥梁和
园林绿化的辅助设施等市政公用设施工程项目。同时，
政府投资的上述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筑。

《通知》还提出，装配式建筑项目应采用设计-采购
-施工（EPC）总承包、设计-施工（D-B）总承包等工程
总承包模式。 优先推荐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申报高新
技术企业，优先推荐装配式建筑项目参与省级、国家级
奖项和绿色建筑的申报。 已审批报建的装配式商品房
项目，基础工程完成正负零及以上标准、并已确定施工
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可向当地主管部门办理预售许
可证。

长江中游城市群
共商公路合作

助推“四好农村路”建设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苏
敏 谷经华）“不停车检测系统怎么实现非现场治超”

“这种灌浆新技术有什么特点”……今天，来自江西、
湖北、湖南3省的60余名公路部门管理人员齐聚醴陵，
参加长江中游城市群公路合作联席会第四次会议，围
绕“四好农村路”建设等论题展开研讨。

长江中游城市群公路合作联席会创办于2015年，
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轮流举行，旨在进一步加强湘
鄂赣三省公路部门协同合作， 共同争取国家政策支
持，实现中部三省互联互通、深度融合、安全高效的公
路服务网络。

湖南省公路管理局局长张汉华介绍，合作联席会
机制实施3年来，我省的“路长制”“群众性养护”体系
和“网格化”管理、路产保险等经验得到了普遍肯定并
推广。 长江中游三省公路部门今后将在公路规划、建
设、管养、联合治超、安全应急合作、信息资源共享、路
域环境整治等领域展开进一步合作，着重加强“四好
农村路”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90天建成6栋楼
我省首个装配式建筑展示

体验基地建成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刘光

跃 胡绍进）开工90天，6栋单体建筑拔地而起，全面竣
工投入使用。今天，记者在长沙会展综合配套中心暨装
配式建筑展示体验基地（简称“长沙城投会展项目”），
感受到了装配式建筑的“速度与激情”。

长沙城投会展项目位于长沙市黄兴镇， 为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的综合配套项目， 是我省首个装配式
建筑展示体验基地。项目一期6栋单体建筑共3万平
方米，采用装配式整体框架结构，由中建五局三公司
总承包施工， 中建科技湖南有限公司负责预制构件
生产并提供装配式技术支撑。整体预制率达60%，装
配率达75%，创湖南新高，施工效率相较于传统施工
提升30%至40%。

中建科技湖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亿洲介绍，6栋楼
全部采用装配式施工。3个月内，公司PC工厂累计为项
目供应构件6186块，涵盖预制外墙板、柱子、梁、楼板、
楼梯等五大类型，实现了“拿到图纸当天出产品、一周
内发货至项目”的供应速度。构件运送到工地后进行现
场吊装时，能够达到“毫米级”的施工水准，从而有效保
证建设质量。另外，项目还运用了20多项装配式建筑新
技术与多种新型建筑材料。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黄圣平

1999年初国务院启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我国基本医保制度已走过20年历程。近20年来，我
省大力推进医保扩面， 为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织
了一张密实的医疗保障网。

参保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
截至2018年9月底， 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6801万人，其中城镇职工886万人，城乡居民5915万人，
全省参保率已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全民医保目标
全面实现。

“我省通过大力推进医保扩面，多举措解决特殊群
体参加医保难题等方式，实现了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的目标。”11月21日，省医疗保障局局长王运柏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我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参加职工医保，逐
年提高财政补贴标准提高居民医保参保率，大力推进医
保扩面；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4.35亿元、省级财政补
助资金约5亿元、地方财政配套补助约6亿元，全面解决
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18万人和地方依法关闭破产企
业退休退养人员80.2万人参加职工医保难题。

我省还努力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 目前，全
省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
销比例分别达到了81.61%、67.51%， 实际报销比例分别
达到了73.21%、56.15%。

重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大幅减轻
2016年开始， 我省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
为切实减轻大病、罕见病参保患者使用高价格药品

费用负担，2016年5月开始，我省将不在现行医保药品目
录之内、但治疗重大（罕见）疾病临床必须、疗效确切、价
格昂贵，且已通过谈判机制纳入湖南省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的药品定为“特药”，明确可按照“限定支付范围”予以
报销。“尼洛替尼”等16种特药纳入湖南省大病保险支付

范围并通过协议药店销售。
近两年，我省又通过多次谈判，陆续将治疗慢粒白

血病等重特大疾病的30余种高价格药品，纳入特药管理
范围。

谈判后价格大幅降低的特药费用支付，不另行设立
起付线，一个医保结算年度内，参保患者发生符合规定
的特药费用， 城镇职工医保按照特药的医保结算价，纳
入大病医疗互助费支付；城乡居民医保从城乡居民特殊
门诊资金中列支。

据统计， 全省参保患者每年节省的特药医药费达1
亿元以上，重病患者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大幅减轻。

我省是特药谈判开展较早的省份，而且，我省的特
药管理政策，特药既可住院使用报销，又可通过协议药
店购买报销，方便参保患者用药的同时，大大减轻了参
保患者特别是肿瘤等重特大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形成
了引导企业主动降低药品价格的机制，这一做法被外省
广泛借鉴。

异地就医不再“垫资医疗、跑腿报账”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备受老百姓关注的事情。

2017年2月， 在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覆盖所有统筹区
的基础上，我省启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同年6月1
日，我省所有统筹区职工医保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
算系统，是全国14个最早实现全覆盖、整体接入的省份
之一。2017年8月，我省城乡居民医保整体接入国家信息
平台，实现参保人群跨省异地就医全覆盖。

“我省在启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2017年，可
以说全面提前完成了人社部要求在当年9月底前完成的
各项目标任务。”省医疗保障局局长王运柏告诉记者，主
要有“四个提前”：一是提前实现所有统筹区全部接入国
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二是提前实现各类参保人群接入
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三是提前完成了接入国家平台
的医院数量指标； 四是提前完成了备案人数的目标任
务。

截至2018年10月，我省异地就医结算，省内累计联
网结算38万人次，结算费用88.27亿元，其中基金支付50

亿元；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40943人次，其中我省转出
结算为29388人次，总住院费用6.75亿元，基金支付3.91
亿元，较好地解决了广大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垫资医疗、
跑腿报账”的难题。

医疗保障扶贫惠及629.94万贫困人口
我省大力推进医疗保障扶贫。 截至2018年10月，全

省贫困人口(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 贫困残疾人， 下同 )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数达
629.94万人，参保率达100%，其中特困人员个人缴费实
现全省“全免费”。

我省对贫困人口实行“一补、一提、一降”的医保倾
斜性政策（即：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的个人缴费部
分给予50%以上的资助；住院就医的政策范围内费用报
销比例提高10%；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对建档立
卡的农民工尘肺病贫困患者实行定点救治并给予财政
救助资金100%全额保障， 对贫困人口罹患消化道肿瘤
等4类9种疾病实行单病种定额包干结算等政策措施，努
力解决贫困群众看病难题。

从2018年8月1日起，我省实现全省范围内各县市区
贫困人口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即各健康扶贫协议管
理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设置综合服务窗口，为扶贫对象
住院就医时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机构
减免、民政医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等优抚医疗补
助实行“一站式”结算，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就医报销“跑
腿垫资”等问题。

截至目前，全省贫困人口住院通过健康扶贫“一站
式”平台，累计结算57.52万人次，结算医疗总费用26.92
亿元， 报销总金额23.51亿元， 综合保障报销比例达到
87.38%。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王运柏介绍，推行健康扶贫“一
站式”结算，我省探索出了以“七个统一”为核心的结算
模式，即统一保障范围、统一政策要求、统一资金专户、
统一经办服务、统一结算流程、统一转诊备案、统一信息
化建设标准， 实现了对各部门健康扶贫政策的全覆盖、
大集中，具有鲜明的湖南特色。

20年医保路上的“湖南作为”

中车株机有轨电车再升级
11月20日，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第三代超级电容有轨电车在厂区调试线上进行动态调试。该有轨电车

于2017年初研发，今年年初顺利落车。第三代有轨电车具有可混合储能供电、适用城郊各地、车辆拐弯更灵活、乘客
乘车感更舒适等优点。 傅聪 刘天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