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昊旭潘：辑编
日82月9年1202

二期星版3卫文教科

近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为了方

便群众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只要是参加

城乡医疗保险的人员都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方便快捷地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目前

平顶山市已经开通，不日我市参保人员

便可办理。有以下4类人员可以申请办理
跨省异地就医：（1）退休异地安置的参保
人员；（2）单位长期派驻外地工作的参保
人员；（3）在外省市长期居住或就读的参
保人员；（4）因病情需要转往外地就医的
参保人员。

据了解，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

为解决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手工报销“垫

资跑腿”负担重、报销周期长等问题，通

过全国医保信息系统联网，实现的跨省

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即报”。办理异地就

医备案成功的参保人员，前往本人备案

的就医地已开通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① 跨省异地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②
跨省异地就医普通门（急）诊医疗费用直

接结算。）功能的医保定点医院就医，可

凭医保电子凭证或持实体卡直接结算医

疗费用。

据介绍，符合办理异地就医条件的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应遵循“备案- 查询
定点- 前往就医”的流程。目前，参保人员
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手机APP或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微信小程序，方便

快捷地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网上办理程序如下：1.备案。① 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参保人注册登录后，根据

提示进行实名和本人认证，激活医保电

子凭证。② 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地区
查询。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
首页点击热门服务下的“异地就医”进入

“异地就医”页面，点击“查看”按钮查询。

目前“快速备案”和“自助开通”分别覆盖

了22个省级地区和13个省级地区，可分
别进行查询。③ 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参保
人查询个人参保地线上异地就医备案方

式开通情况后，可在“异地就医”页面选

择“快速备案”或者“自助开通”的方式进

行备案。④ 备案记录查询。申请跨省异地
就医备案后，可在“异地就医”页面下方

找到备案记录，点击“异地就医备案记录

查询”，可查询备案结果及详情。

2.查询定点。参保人在“异地就医”页
面，可查询全国范围内已开通跨省住院费

用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已开通跨

省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的定点医药机构。
3.前往就医。备案成功的参保人员，

前往本人备案的就医地已开通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功能的医保定点医院就

医，可凭医保电子凭证或持实体卡直接

结算医疗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按照

“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理”

执行。

温馨提醒：未按规定办理登记备案
手续（急诊除外），或在非定点医疗机构

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在医保APP

“异地就医”页面下方，找到并点击“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费用查询”可查询异地就

医费用明细。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张乐乐）

得病不挤大医院，人人去社区找家庭医生，这将是汝州人未来看

病的新途径。但要实现这种便捷高效的看病模式，基层乡镇、社

区首先得有让人信任的家庭医生，为此汝州打出了一套“培训+
竞赛”组合拳。

家庭医生即全科医生，被视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在英

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他们为居民首诊，承担了超过80%的
医疗服务，非急诊病人必须先看家庭医生，然后再根据家庭医生

的诊断看是否需要转入医院，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就诊体系。

规范化培训让全科医生“收获颇丰”。在我市，不仅是普通

人，包括医疗行业内部，甚至经过了国家全科医学3年规范培训
的“全科医生”本人，都在认识“全科医生”这个职业。

而如何让汝州的全科医生都“下得去、用得好”，才是关键。

为提高我市全科医生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市卫生健康委决定

举办我市第一届全科医生技能竞赛。

“我们很幸运，培训让我们收获颇丰。”9月13日至18日，在竞赛
之前，我市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的12位专家教练为参赛的25名
全科医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通过培训，参赛人员对全科医学的

认知和技能的掌握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全科

医学理念的“洗礼”。

9月25日，由市卫健委、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第一人民医院承
办的汝州市第一届全科医生技能竞赛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

洗耳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王向阳参加完比赛激动

地说，这次竞赛非常“实用”，真的是全面考察了我们基层医生的

职业素养、评判性思维能力及临床基本技能操作水平。

“一个好的家庭医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培训加竞赛

的方式无疑在提升个人职业素养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市卫健

委主任科员崔进国表示，“基层乡镇和社区有了一批技术好，又

关心病人、帮助病人解决健康问题的家庭医生，居民才会愿意在当地看病，

分级诊疗才能真正实现。”

去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明确
了中国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和改革方向。今年两会上，碳

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制定2030年前碳
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站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碳达峰、碳中和

已成社会关注的热点，碳排放清晰地展现在更多人的眼

前。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全民参与，那么，你了解“碳中和”

“碳达峰”吗？

什么是碳中和、碳达峰？

众所周知，“碳”的概念非常广泛，我们身边的大多数

物体，如木材、塑料、橡胶、燃油、煤、天然气、钻石等都是含

碳物质构成，而包括人类在内的已知地球所有生物，都是

“碳基生物”。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碳构成的世界，碳

元素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其中，碳排放指的是所有温室

气体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碳排放来源分为三类：能源

（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其他工业生产中（非燃烧，如石灰

生产中碳酸钙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等）释放的二氧化碳、农

业及其他活动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

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
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

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

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

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也就是将社会发展中排放的温室气

体，通过各种手段降为0，以实现“碳排放≤ 碳吸收”。

实现碳中和，我们能做点什么？

首先我们要在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增加的同时，持

续削减煤炭发电，大力发展和运用风电、太阳能发电、水

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实现清洁能源代替火力发电。其

次加快产业低碳转型、促进服务业发展、强化节能管理、

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开展各领域

低碳试点和行动。此外，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更与我们每个

个体息息相关。及时关电脑、打开一扇窗、自备购物袋、

少乘坐一次电梯、多种一棵树……只要我们学会做减法，

减排、减污、减负、减欲、减速，就能为碳中和、碳减排贡

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碳减排，主动顺应全

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积极布局碳中和，已具备实现碳中

和条件。市发改委负责同志表示，“十四五”是我市转型发

展的关键阶段，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我市也将以更

大力度、更大决心做好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确保完成能耗

“双控”目标任务，努力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绿色创新引

领发展。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通讯员 焦怡朦

今天是9月28日———世界狂犬病日。

加强犬只免疫，从源头切断疾病传播，是

全球公认的预防狂犬病的最佳方法。犬作

为人类最重要的伴侣动物之一，文明养

犬，为犬只免疫，避免犬只伤人，养犬人责

无旁贷。关于文明养犬，已经成为社会广

泛关注的话题。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饲养宠物犬。狗是人类

的朋友，为养犬家庭增添了不少乐趣。但

一些养犬人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已引起人

们的高度关注，尤其是狗吠打扰居民休

息、随地排泄污染环境、恶犬伤人吓坏路

人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的日

常生活和人身安全，损害了城市文明形

象，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感。

大家也许还记得，2019年朝阳东路公

交站牌处发生了恶狗咬人事件，一名8岁

的小学生放学后正在等公交车，被突然窜

出来的一条黑色狼狗咬成重伤。今年5月

24日，在江苏南通如皋市金鼎名城、金玖

华府、龙游御境、外国语学校等多处区域

内，一只黑色恶犬疯狂地袭击路人。9月17

日，福建漳州紫泥镇南书村的一处空地

上，一位老太太被一条大型恶犬疯狂撕

咬，抢救无效死亡。近年来，恶狗伤人事件

频发，涉狗纠纷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不

文明养犬行为难脱干系；但不文明养犬行

为，错不在犬，而在于养犬人。

对于养犬人来说，爱犬在自己心中的

地位就像朋友一样，甚至当作亲人对待。

但在日常生活中，仍要注意自觉遵守一些

基本的规则。比如，不养烈性犬，平时要给

爱犬打疫苗，要牵好犬链、保持卫生等，这

些细节是遵守社会公德的起码要求。

文明养犬需自律，更需严管严治。实

践证明，文明养犬和严格执法相结合是治

理狗患的根本之举。为加强城市养犬管

理，规范城市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安

全和健康，维护城市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

秩序，很多地方都出台了犬类管理规定或

养狗文明规范。济南规定，外出遛狗时狗

绳最长1.5米；西安对不听劝阻的不文明

养犬者，将吊销其养犬登记证，5年内不得

再养犬；我市也出台了《汝州市文明养犬

管理办法》，对养犬实行“严格限制、严格

管理、限管结合”的原则，引导大家文明养

犬、科学养犬，做一个文明养犬人，养一只

“文明犬”。

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关系到一个城

市的文明程度。日前，为推动文明养犬整

治工作的进一步有效提升，市城管执法局

聚焦群众关切，提高管理服务质量，认真

开展了遛狗不牵绳专项整治、流浪犬只收

容收治、禁养犬只和犬只扰民治理等文明

养犬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

效。对此，笔者十分欣慰，更为城管执法局

的文明养犬专项治理工作拍手叫好。

文明养犬，人人有责。笔者呼吁，在

城管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犬类治理工作

的同时，广大市民更应该自觉增强文明

养犬意识，真正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切实做到依法、文明、和谐养犬，共同营

造和谐健康的人居环境，为巩固全国文

明城市和全国卫

生 城 市 创 建 成

果，作出应有的

贡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压

缩雾化吸入、机械振动排痰、叩背排痰时到底有多不舒服？自己试一

试才知道。为了提高护理人文关怀能力，引导护理人员站在患者的

角度，审视患者治疗、护理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问题，近日，市第一

人民医院胸心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开展了护理人员“读懂患者、了解

需求”换位体验活动。

此次换位体验护理人员从患者的视角，亲身体验了压缩雾化吸

入、机械振动排痰、叩背排痰等一系列诊疗护理项目。

“病人做雾化吸入的时候，我还感觉是不疼不痒的，但是在自己

亲身体验后，能够明显感觉到药液及卧位带来的不适感，体会到患

者的无奈与无助。以后我要多与患者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给他们

提供更多的帮助。”体验完压缩雾化吸入的护士说道。

“刚开始体验时有种全身颤抖的感觉，随之振动肩膀位置时，感

觉有疼痛不适感，调整设置后减轻了，虽然无法亲身体验术后携带

有管道患者的感受，但可以想象出来它的不舒服。”体验完机械振动

排痰的护士说道。

“体验一次，才知道叩背排痰真的很疼。因为叩背排痰是运用手

法进行排痰，手法和力度都会对患者产生不适感，加之术后切口的

疼痛，这种感觉会更加明显。所以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尽最

大的努力，缓解护理操作带来的不适和痛苦。”体验完叩背排痰的护

士连连说道。

除了讲述感受，护士们还不约而同地说：“平时只是给患者做

这些项目，现在以患者的身份亲自体验后，对患者的心理，感同身

受。让我们更能理解患者为什么有时会出现一些烦躁、不安、抵触

的情绪，因为在我们操作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可能会影响

到患者，所以，今后我们的护理工作不仅仅是要‘同情’，更要‘共

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此次换位体验，让

该院护理人员更好地了解了患者的需求，成为医患关系中正能量

的发现者、守护者和传播者。今后，该院医护人员将继续秉承“温

暖护理、贴心服务”的宗旨，做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人，做一家有温

度的一院。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焦若莹） 9月
22日至23日，市总工会组织“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文艺演出进基
层活动，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文艺志愿者代表全市卫健系统，走

进小屯黄洼和焦村邢村，为广大社区群众送去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

化艺术盛宴。

本次送文化进基层文艺汇演，以社区群众喜闻乐见的“送文化”

演出形式，紧扣时代主题，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用艺

术的语言，聚焦中国梦、讴歌劳动美。演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歌曲、戏曲、舞蹈、小品等节目轮番上演，深受观众喜爱，处处呈现出

浓郁的职工文化和大家共创美好幸福生活的场景，充分展示了职工

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欢乐喜庆的演出场面、异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让演出现场一片欢

腾，活动现场掌声不断，井然有序，广大村民对演出节目给予了高度

评价，纷纷希望今后还能多举办此类活动，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市人民医院以此次送文化进基层活动为契机，以创建三级医院

为抓手，广泛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活动，丰富医院职工精

神文化生活，培育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医院文化，引导

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更加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王泽鹏）

近日，记者从市中医院了解到，该医院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

通过河南省临床检验中心验收，被授予技术验收合格证书，为汝

州市在疫情防控、应对突发传染病检测能力等方面增添了新的

力量。

据介绍，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又叫PCR实验室。PCR是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的简称，是一种分
子生物学技术，用于放大特定的DNA片段，可看作生物体外的特
殊DNA复制。通过DNA基因追踪系统，能迅速掌握患者体内的病
毒含量，其精确度高达纳米级别，给临床治疗提供了可靠的检验

依据。

今年9月，相关专家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市中医院PCR
实验室的场地设施、仪器设备以及相关技术人员配备等方面进

行了严格细致的考核。经过现场验收及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市

中医院PCR实验室技术审核结果合格，顺利通过验收。
这标志着市中医院在实验室诊断技术水平上又上新台阶，

并且向实现精准医疗又迈进了一步。在今后的工作中，市中医院

将会进一步优化实验流程、规范实验操作，持续加大对实验室人

力、设备和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保

障人民健康、促进汝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发挥新作用，作出新

贡献。

9月26日，市手拉手幼儿园组织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

习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工作，营造安全、稳定、

和谐的园所环境，增强全园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紧急疏散

逃生能力，做到在发生火警火灾时临危不乱，有序、迅速地

按照消防逃生路线安全疏散，确保生命安全。

张亚萍 摄

市一院

“换位”当患者 护理有温度

市人民医院

送文艺演出进乡村

市中医院

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
通过技术验收

异地就医备案网上就能办理，费用“结算即报”

你了解碳中和、碳达峰吗？

我
市
举
办
首
届
全
科
医
生
技
能
竞
赛

图
片
新
闻

文明养犬需自律 更需严管严治
□李浩然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