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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
者 孟姣燕）马蜂窝旅游网和中
国旅游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
《中国省域自由行大数据系列
报告》显示，根据游记、问答、
搜索量等指标数据，2017年湖
南省旅游热度比上年上涨
154%。 游客在湖南平均停留
时间达4.7天， 人均花费3031
元，均为华中地区最高。

报告显示，张家界市和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湖南
热门旅游目的地中分别排名
第二、三位，仅次于省会长沙。
在湖南十大热门景点中，张家
界国家森林公园最受关注，岳

麓山和橘子洲分列二、 三位。
报告显示，丰富的人文景观是
华中地区的一大特色，文旅融
合背景下，湖南将历史文化与
旅游创意融合，吸引了大量年
轻游客前往体验。

数据显示，湖南一年四季
都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旅游热
度， 仅在11月、12月出现短暂
低潮，是全国较为少见的没有
明显旅游淡季的目的地省份。
8月是湖南旅游热度最高的季
节，虽然天气炎热，但张家界
的山、东江湖的水、长沙的夜
生活和湖南特色美食都备受
游客喜爱。

湖南旅游热度上涨154%
� � � � 游客在湖南平均停留时间达4.7
天，人均花费3031元，为华中地区最高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11月26日，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
厅、省扶贫办联合印发《湖南省医疗保
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确，
到2020年， 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
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范围，
医疗保障受益水平明显提高。作为我国
首部省级医疗保障扶贫行动方案，提出
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扶贫举措？我省农村
贫困人口可从中提高哪些医疗保障受
益水平呢？记者为此采访了省医疗保障
局有关负责人。

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方案》明确，将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作为医疗救助对象，要逐步将资助
参保资金统一通过医疗救助渠道解决，
确保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
覆盖范围。

省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
实现这一目标，需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医
保筹资水平和医疗救助政府补助水平。
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
和个人缴费标准。财政要加大对深度贫
困地区倾斜力度，按照规定足额安排补
助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

2018年起，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将
连续3年通过医疗救助资金渠道安排补
助资金，用于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村贫
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加强医疗救助托
底保障。

《方案》要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
主动与扶贫、卫生、民政等部门进行沟
通， 建立贫困人口信息定期沟通机制，
并在医保信息系统中做好精准标识，确
保贫困人口参保登记率达到100%。

要结合全民参保计划的推进，探索
建立适合农村贫困人口特点的参保办
法，切实做好组织参保工作，对年度内
新增加的贫困人口，因超过规定的参保
缴费期未参保的，地方政府应该按照当
年个人筹资总额予以全额资助，及时足
额划入医保基金专户，确保实现应保尽
保。

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据介绍，我省将通过实施综合保障

措施，以提高贫困人口待遇水平。
首先是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待遇。健全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
度，均衡城乡保障待遇，稳步提高住院
保障水平。积极探索完善城乡居民门诊
医保制度， 逐步提高门诊保障水平，扩
大门诊保障范围，减轻患者门诊医疗费
用负担。

其次是扎实开展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工作。 对经相关部门核实核准、
符合救治条件、纳入专项救治范围的贫
困人口，罹患消化道肿瘤（限食管癌、胃
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儿童
白血病（限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儿童先天性心脏
病（限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等4类9
种疾病，继续执行定点医院救治（定点
指导医院住院治疗）政策，按医保有关

规定实行单病种定额包干结算。
此外， 我省还将加大大病保险倾

斜支付力度。 将大病保险筹资标准提
高到50元/人左右，并进一步提高贫困
人口大病保障水平。 从2019年1月1日
起， 将大病保险支付比例整体提高到
55%以上。 在此基础上，重点聚焦深度
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口， 巩固完善
大病保险倾斜支付政策。 将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特困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大
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 支付比例提
高5个百分点，年度内累计补偿金额提
高到30万元。

加大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力度。完善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政策，分类分档细
化农村贫困人口救助方案，确保年度救
助限额内农村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个
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不低于
70%；有条件的地区，可在确保医疗救
助资金运行平稳情况下，合理提高年度
救助限额。

建立贫困人口综合保障机制。加快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疾病应
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等制
度衔接机制，实行联动报销，建立兜底
保障机制，加强综合保障。

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商业保险赔付、医疗救助等综合
补偿及定点医院减免后，剩余合规自付
医药费用个人支付仍有困难的，实行政
府兜底保障，减轻或免除个人负担。

促进就医公平可及
为落实基本医疗保障范围规定，

《方案》要求，要全面执行湖南省基本医
保药品目录，及时将国家医保目录谈判
准入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落实国家
对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康复项目的管
理要求。

《方案》还要求，规范转诊制度，支
持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结合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将符合规定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引导参保人员
优先到基层首诊。对于按规定转诊的贫
困患者， 住院费用可连续计算起付线，
省域内就医结算执行所在统筹地区同
等支付政策。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
诊疗服务项目纳入贫困地区医保支付
范围，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方便、放心的健康服务。 省医疗保障局
有关负责人还提到，我省还将通过优化
基层公共服务， 全面推进费用直接结
算，以解决群众政策不知情、就医报销
难等问题。

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基层医保经办
管理服务能力，指定专门窗口和专人负
责政策宣传并帮助贫困人口兑现政策。

全面推进贫困人口医疗费用直接
结算。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
贫特惠保、医疗救助、医院减免、政府兜
底等多重医疗保障政策，2018年年底前
全省所有县市区实现县域内健康扶贫
“一站式”即时结算。

对异地安置和异地转诊的农村贫
困人口，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优先做好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和就医结算等服务，
切实做好贫困地区外出就业创业人员
异地就医备案工作。2018年要实现深度
贫困地区每个县有一家医院纳入全国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加快实现
深度贫困地区乡镇医院纳入全国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

�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
者 曹娴 黄婷婷）第三届中国
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
决赛今天开锣，120个来自全
国各地的军民两用技术项目
在长沙同台竞技。

评审专家介绍， 本届大
赛参赛项目水平较高， 涌现
出许多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
的技术产品， 而且紧扣市场
需求，产业化发展趋势良好，
如“轻量化整体构件流体高
压成形技术”“激光熔覆成形
与修复技术”，围绕整体构件
成形、 增材制造与修复等细
分技术方向， 提出了创新性
解决方案。

今年5月大赛启动以来，
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优选推送了775个参赛项目。
前期我省共有89个项目参与
大赛预赛，其中有56个项目晋
级半决赛。 经过半决赛的遴
选， 湖南晋级决赛项目16项，

全国排名第一。
记者在赛场看到，我省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 航空航天、
智能制造、 先进材料4个类别
都有参赛项目。 如，中国航发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自主研
制的小型通用飞机涡桨发动
机，填补了国内该功率等级中
空长航时涡桨发动机的空白；
湖南航天磁电有限责任公司
的军民两用高性能超耐腐蚀
钐钴永磁材料工艺，打破了国
际上钐钴永磁材料领域的垄
断；湖南麒麟信安科技有限公
司在自主可控领域有突破，推
出虚拟桌面技术在军事领域
的创新应用项目。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大赛
优秀项目将于27日下午至29
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向公
众展示，市民可前往长沙市政
务中心及各区县政务中心领
票， 或展览现场扫码换票，进
场参观。

医疗保障扶贫，干货满满

军民融合高科技
同台竞技

优秀项目27日下午至29日在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向公众展示�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刘银

艳）今天，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省
扶贫办联合出台《湖南省医疗保障扶贫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
（以下简称《方案》），以进一步做好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等农村贫困人
口医疗保障工作。

《方案》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范围， 医疗保障受益水平明显提高，基
本医疗保障更加有力。这是我国首部省级

医疗保障扶贫行动实施方案。
《方案》重点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

因病致贫返贫等特殊贫困人口，精准施
策、综合保障，实现参保缴费有资助、待
遇支付有倾斜、基本保障有边界、管理
服务更高效、就医结算更便捷，充分发
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各项
制度作用， 为实现2020年现行标准下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提供坚强保障。

《方案》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
口医保要实现以下目标：

农村贫困人口制度全覆盖，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率分别达
到100%；

基本医保待遇政策全面落实，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在各级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就医的政策范围内费用，医
保报销比例提高10%；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降
低50%，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逐步
提高并取消封顶线；

医疗救助托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

强，确保年度救助限额内农村贫困人口
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救
助比例不低于70%，对特殊困难的进一
步加大倾斜救助力度；

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目录外个人费
用负担，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
人员在县域内住院综合保障后实际报
销比例达到85%；

全省范围内建立起“一站式”结算
平台，为全省贫困人口提供“一站式”医
疗费用结算服务。

我省出台医保扶贫三年行动方案
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