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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我市 2022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已经结束，很

多参保对象对相关的医保政策还存在很

多疑问。近日，记者联系了市医疗保障局，

通过举例解说的方式，更通俗地向广大参

保对象解读相关医保政策。

参保缴费：
1、2022 年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

外出务工的小张跟负责征收的人员反映：

我和媳妇都年轻，在外务工没在家，一是

我们身体好用不上医保，二是听说今年医

保费又涨到 320 元了，缴得多了卡上也没

有钱，俺不缴了！小张的想法对吗？

答：我们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着不确定

的疾病风险，而医保就是用来防范化解医

疗费用风险的。大家每人拿出一小部分钱

放在一起，汇成一个大的基金池，给有需

要的人用，这就体现了医保“互助共济”的

基本原则。小张和媳妇在外务工用不到医

保，不代表以后都用不到，小张和媳妇务

工回来小到头疼脑热大到生病住院，如果

参保都可以获得医保的保障。比如 2021
年小屯镇 28岁的王某，自认为年轻身体
好，拒绝参加医保，2021年 7月突发急性
脑出血，住院一次性花费 20多万元，全部
自费，家人四处借钱。王某如果参加医保，

可能自己只需要掏几万元，王某和家人追

悔莫及。所以小张和媳妇参加医保绝对不

亏。另外，小张和媳妇参加的是城乡居民

医保，实行政府补贴为主，个人缴费为辅

的筹资机制。与个人缴费相比，财政补贴

占了大头，比如 2022年个人缴费 320元，
国家对每位参保人又补贴了 580元。

据了解，我市城乡居民医保从 2020
年开始，不再向个人（家庭）账户分配资

金，全面开展门诊统筹。由 2019年每人个
人账户计入 60元的标准，调整为每人每
年门诊统筹年度累计报销 360元，大大减
轻群众门诊医疗费用负担。所以小张卡上

可以报销的钱反而是多了，同时小张和媳

妇在家门口的村卫生室就可以直接享受

门诊报销待遇。

2、小李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满

意的工作，看到往日的同学都陆续就业成

家，看病有国家医保报销，自己很羡慕。小

李这种情况该如何参加国家医保？

答：小李没有工作，也可以参加国家

医保。目前我国基本医保有两种：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小

李大学毕业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将档

案转到辖区街道社保所。小李可以选择直

接在社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

个人缴费基础上享受财政补助；也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待遇及报销：
3、赵大爷听说一种药可以治疗其胃

病，要求医生给开。但医生说这药是自费

药，医保不能报销。赵大爷说我一直在缴

纳医保，医保不是覆盖所有药品吗？怎么

会有自费药品呢？到底医保能够报销什

么？

答：由于医保基金有限，不可能覆盖

所有的医疗需求，因此为保障参保人员的

基本医疗用药需求，规范基本医疗保险药

品、诊疗使用，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

健康运行，国家医疗保障部门规定了基本

医疗保险对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

施的报销范围，俗称“三个目录”。参保人

员使用属于“三个目录”内的药品、诊疗项

目和服务设施，均可以按规定进行报销，

不属于“三个目录”内的，医保不予报销。

据介绍，随着国家深化医药制度改革

的逐步推进，2019年至今，国家、省通过直
接与医药企业谈判、集中带量采购等途径

陆续将 221个谈判药品、205个集采药品
及 8个集采耗材，在大幅降低医药价格的
同时，把老百姓的常用药、买不起的“好

药”逐步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4、某社区的王女士说：我缴了 320

元，如果真得了病，那我到底能报销多少？

答：如果王女士缴费后，可同时享受

门诊和住院医疗保险待遇。年度内合规医

疗费用累计报销最高支付限额为 55万元
（特定人群报销无封顶线）。具体待遇如

下：门诊医疗保险待遇有：① 门诊重症慢
性病，目前我市重症慢性病病种共计 19
种，符合条件的门诊重症慢性病患者可以

在所申报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按规定享受

相关医保待遇；② 门诊特定药品及重特大
疾病药品，目前我市有 93个门诊特定药
品品种，40个门诊重特大疾病病种，病情
符合使用门诊特药及重疾的参保患者可

以在特定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

通过“双通道”模式，按规定享受相关医保

待遇；③ 门诊统筹（含门诊“两病”），参保
患者（符合“两病”条件的参保患者）可直

接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

点村卫生室按规定享受门诊看病直接报

销待遇。住院医疗保险待遇有：① 在参保
当年因意外伤害（无第三方责任人）或疾

病住院，按规定可享受最高 15万的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待遇；② 参保患者在参保年
度内，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

累计超过 1.1万元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
最高 40万元的大病保险报销待遇；③ 如
果王女士是贫困人口或低保、五保对象，

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相关报销

待遇后，还可以享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报销不设封顶线。④ 如
果王女士是贫困人口或低保、五保对象，

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相关报销

待遇后，仍可申请获得相应医疗救助。

据了解，上述相关医保待遇，在我市

定点医疗机构均可直接实行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

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不需要提供

任何手续；转诊到市外直报医院就诊的，

也可直接在医院实行“一站式”即时结算

服务，不需要提供任何手续。如果王女士

没有参保，那么医保一分钱都不能报销，

所以王女士参保缴费是明智之举。

5、老李参加了居民医保，年初在郑州

被查出来得了肺癌，医生说要吃一种效果

较好的靶向药，一个月用量就要 15300

元，老李及家人一听感觉天都塌了。老李

赶紧回来咨询医保部门，这个药居民医保

能报销吗？

答：医保工作人员告诉他，这种药在

2021年 3月 1日纳入医保报销了。纳入医
保后一是价格大幅下降，由原来的 510元
/ 片降为 186元 / 片；二是老李可以申请
居民医保重特大疾病，申请后医保报销比

例高达 80%，原来一个月需要自费 15300

元，现在只需要 2008.8元就可以了；三是
目前我市已将 93种门特及重疾药品纳入
“双通道”管理（药店和医院两个渠道供

药），这种药原来病人不仅要跑到郑州买，

还要全额垫付药费再回来报销，现在这种

药在我们汝州市区的指定药店也可以买

了，不仅可以少跑路省时省力，而且还可

以享受直接报销结算。

6、居民小王和邻村的小刘因为水利

灌溉问题发生口角，最终两人扭打在一

起，导致小王右手脱臼，小刘头部血肿。经

村民调解后，两人同赴定点医疗机构外科

治疗。接诊医生看了两人伤情并了解事由

后，却说他俩治疗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医生说的对吗？

答：我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

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支付范围：（一）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

付的；（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三）应

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四）在境外就医

的。老王和小刘虽然属于居民医保的参保

人群，但两人因打架斗殴产生的医疗费用

属于上述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范围的“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情形，因此

不能予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如果医院在

他俩的治疗费用结算时使用了医保报销，

则医院的行为是违法的。

医保电子凭证：
7、居民小杨是我市第一个医保电子

凭证的申领者。医保电子凭证是什么？医

保电子凭证和社保卡有什么区别？小杨该

怎么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答：医保电子凭证是全国医保线上业

务唯一身份凭证，医保参保人可以通过医

保电子凭证扫码就医、购药、报销结算，无

须再携带社保卡。小杨了解到实体社保卡

与医保电子凭证相比，医保电子凭证有四

个突出优点。一是方便快捷。医保电子凭

证不依托实体卡，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

APP，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经由国家
医保局认证授权的第三方渠道激活使用，

十分方便。二是应用丰富。医保电子凭证

广泛应用于医保查询、参保登记、报销支

付等医保各业务场景，一张电子凭证，可

以办理所有的医保业务。三是全国通用。

医保电子凭证由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统一

生成，标准全国统一，跨区域互认，参保人

可以使用凭证在全国办理有关医保业务，

可以说“一码在手，医保无忧”。四是安全

可靠。医保电子凭证通过实名和实人认

证，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数据加密传输，动

态二维码展示，确保了个人信息和医保基

金使用安全。为方便参保人使用医保电子

凭证，国家医疗保障局开发了相应的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 APP，参保人可以在各大主
流 APP商城、应用商店下载使用。小杨目
前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可以不

用携带实体社保卡，直接使用医保电子凭

证扫码、报销结算。

异地就医：
8、王阿姨是汝州市煤山街道的居民，

现在经常居住在北京带孙子。听说现在国

家有异地就医的政策，可以在北京直接结

算医疗费用，不用拿着单据再跑回汝州报

销，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办理异地就医？

答：王阿姨这种随子女在大城市居住

的老年人都可以办理异地就医的手续。目

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主要

覆盖以下四类人群，一是长期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也就是退休后在异地定居并迁入

户籍的人员。比如回原籍居住的退休知

青，退休前在工作地参保，现在退休回原

籍居住了。二是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异地

居住生活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比如

王阿姨这种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子女

居住，帮助带孩子的老年人。三是常驻异

地工作人员，用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的人

员。比如有一些驻外的办事处，这些员工

长期在外面工作。四是异地转诊人员，因

当地医疗机构诊断不了或者可以诊断，但

是治疗水平有限，需要到外省就医的患

者。另外，为方便外出务工农民和外来就

业创业人员，这两类人也可以申请办理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9、王阿姨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手续

该怎么办？

答：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办理程序很简

单：一是办理备案。如果王阿姨目前在汝

州老家，她可以本人携带社保卡到市民之

家异地就医窗口，按照参保地规定提交北

京的居住证社保卡、身份证，直接备案到

北京市。如果王阿姨目前不在老家，她可

以通过老家医保部门开通的网上或电话

备案渠道了解相关要求，按照要求通过传

真、邮寄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相关材料

给汝州市医保部门，就可以完成备案手

续。二是持卡就医。王阿姨在完成备案手

续后，只要携带社保卡就可以在北京开通

的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了。

医疗救助：
10、贫困户老周通过申请医疗救助能

获得怎样的保障？

答：根据我市医疗保障政策规定，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指脱贫享受政策人员）

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可享受医疗救助

的贫困人口在我市范围内医疗救助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时，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及其他各类保险支付后的政策范围内个

人自付费用，医疗救助在年度救助限额范

围内按照规定比例直接进行“一站式”即

时结算；异地就医的医疗救助参保患者出

院后，本人或家属携带住院收费票据、各

类保险报销票据、诊断证明、转诊证明（或

急诊证明）、本人身份证及农商银行卡复

印件到市民之家三楼医疗救助窗口进行

救助报销。

11、张大姐觉得自己家里经济状况也
很困难，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获得医疗救

助。那么，有哪些人可以获得医疗救助，标

准是什么？

答：张大姐是否能够获得医疗救助，主

要看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情

况。按照医疗保障政策规定，医疗救助的对

象范围主要包括：城乡低保对象、五保供养

对象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指脱贫享受政

策人员）。城乡低保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具

体由地方民政部门核准认定；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指脱贫享受政策人员）由地方乡村

振兴部门认定。张大姐可以向户籍所在地

民政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咨询不同类别救

助对象认定的具体标准和程序。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主要功效：滋阴、润

燥、通肠

推荐人群：大便秘

结、皮肤干燥人群

材料：银耳 1大朵
（约 10g）、南瓜 250g、牛
奶 250ml（2~3人量）。

制作方法：南瓜洗

净切块，银耳提前浸

泡，把材料加入瓦煲

中，往瓦煲加入清水

1500ml，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煲约 1小时，最后倒入牛奶稍煮开，加少
量冰糖调味即可食用。

汤品点评：秋冬季是一个需要润燥的季节，不少人在秋季容易出

现口干舌燥、皮肤脱皮干燥、大便干结等问题，这个时候不妨尝试一些

具有滋阴润燥效果的汤水。今天的南瓜银耳牛奶汤就比较适合，南瓜

煮烂一点，让汤呈金黄色，使人看起来很有食欲，加上南瓜富含可溶性

膳食纤维，对于深秋大便干结的人群很好。加牛奶煮汤的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牛奶可以滋阴润燥，另一方面是考虑不少人喝牛奶后会出现腹

胀腹泻，但鉴于牛奶是补钙非常好的食材，放弃它实在可惜，用它来煮

汤就刚好，既补充了钙又能增加胃肠的耐受性。

而汤中的银耳是有名的润燥效果好的食材，不少

人在深秋特别容易皮肤干燥瘙痒，喝点这种滋润

的汤水刚好，喝完不仅皮肤滋润，肠道也通畅。

来源：广州日报

梨性寒凉不宜多食

南瓜银耳牛奶汤

梨子味美多汁，酸

甜可口，营养丰富。吃梨

有很多学问。

吃 梨 有 如 下 禁

忌———

梨 + 开水：易致腹
泻。梨性甘寒，吃梨喝开

水易致腹泻。

梨 + 蟹：影响肠胃
消化。在《饮膳正要》中

有“柿梨不可与蟹同食”

的说法。由于梨性寒凉，

蟹亦冷利，二者同食，伤

人肠胃。

梨 + 羊肉：梨中的一些酶可将羊肉的一些成分分解，造成消化不
良、腹胀肚痛等症。

产妇、有外伤者忌食：《千金方》载：“（梨）寒涩……金疮、产妇勿

食。”产妇、外科手术患者不宜吃梨。

梨也有如下“好搭档”———

梨 + 蜂蜜：可缓解干性咳嗽以及热性咳嗽；能够降气滋阴，缓解便
秘便干。

梨 + 冰糖：可化痰止咳，清热祛火，清热解毒，适用于干性、热性
咳嗽；能有效降低血压，滋养肺脏。

梨 + 百合：可化痰平喘，养阴生津；促进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
梨 + 银耳：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还能够滋阴增液，帮助肠胃

蠕动。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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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民为

立冬之后，气温骤降，身体一些部位

对寒冷非常敏感，应当特别注意保暖。有

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要护好头部、手部、

脚部；外出时戴手套、帽子、围巾，穿大衣；

睡前用热水泡泡脚；刮大风时最好不要迎

风行走。

据市骨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科主任葛

俊杰介绍，每年的 11月至来年的 3月，是
一年中心血管病高发和猝死的高峰月份。

冬季气温逐渐降低，使人体血管收缩，易导

致血液流通受阻，血管阻塞，从而诱发心血

管病的发作和复发，如心肌梗死，更极端的

后果可导致“猝死”。

葛俊杰说，冬季之所以成为心血管疾

病的“温床”，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因为天

气寒冷。在低温下，血管会收缩，造成重要

的脏器缺血缺氧，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同时

如果补水不足，也容易造成血液黏稠，引发

血栓等病症。昼夜温差大导致人体对于昼

夜冷热的变化不易适应，神经系统、内分泌

系统功能容易出现紊乱，可能诱发急性病

症。二是因为气候干燥。口、鼻等部位的干

燥很容易为细菌大举入侵提供通道，而呼

吸道纤毛功能减弱，也使得病菌不易排出，

增加了发病概率。三是因为胆固醇高。高胆

固醇血症离冠心病只有一步之遥，胆固醇

水平也呈季节性变化，冬季胆固醇水平最

高，夏季最低。冬季交感神经活性增加，升

血压激素水平上升，导致血压升高和易波

动，老年人更明显。四是因为“猫冬”习惯。

这一习惯让很多人在冬季久坐不动，冬季

室内通风不良，房间湿度不易控制，加之有

些家庭缺少供暖设施，室内温度低，造成血

液循环不畅，人体新陈代谢紊乱、容易诱发

心血管等病症。

葛俊杰温馨提醒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人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规范用药。患有

心血管疾病的人要按时、规范用药，并要根

据气候变化，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控制

各种慢病的复发，尤其要控制好血压。二是

要注意保暖。血管尤其是冠状动脉冬季寒冷

时容易收缩、痉挛，发生供血不足，并可能导

致栓塞。三是要适当运动。要合理安排运动

时间和控制好运动量，老人睡醒时不要急于

下床，先在床上躺一会。心血管病患者不宜

晨练，运动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清晨人体

血管应变力最差，是急性心梗发生的高峰时

段，冬季要等太阳升起来之后再去锻炼，此

时，温度回升，可避免机体突然受到寒冷刺

激而发病。四是要合理膳食。低盐低脂饮食，

成人每人每日摄盐量宜小于 6克，多食用含
膳食纤维充足的食物。大量进补热性食物和

滋补药酒，很容易造成血脂增高，诱发心血

管疾病，因此冬季进补一定要根据个人的体

质进行。冬季气候干燥，早起或临睡前最好

喝杯温开水，这样利于稀释血液，还可以预

防便秘。五是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激动是

心血管病的大忌，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要放

宽胸怀不要让情绪起伏太大。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宋晗

冬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注意科学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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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月 22日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小

雪。小雪时节该如何养生？又有哪些养生禁忌呢？

小雪节气养生“三宜”

宜润燥降火

小雪时节室内湿度较低，养生要遵循“秋冬养

阴”“无扰乎阳”的原则，饮食宜选用温润益肾之品，

如羊肉、牛肉、鸡肉、栗子、核桃、黑木耳等；还可选用

莲藕鲤鱼汤、党参枸杞粥、益智仁粥等进行调养。

宜保暖壮阳气

小雪时节，要注意御寒保暖，防止感冒。冬季

阴冷晦暗、光照较少，大自然处于“阴盛阳衰”的状

态，常晒太阳能起到壮人阳气、温通经脉的作用，

还有助于调节情绪，保持乐观。

宜适时而动

小雪时节不宜早晚运动，应在太阳出来后运

动，以慢跑、瑜伽、太极拳等温和的有氧运动为主。

体质虚弱容易感冒的人，应避免大汗淋漓。

小雪节气养生“三忌”

忌紧闭门户

冬季天气寒冷，但也应适当开窗通风，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和湿度。因暖气、空调等取暖设施的使

用，导致室温较高，室内空气过于干燥，会引起身

体不适，极易发生疾病。可用湿拖把拖地板，或使

用加湿器等增加室内湿度。

忌早起

小雪前后的起居调养切记“养藏”阳气。小雪

时节，人们要适当早睡，同时，早晨不宜起得太早。

保证充足睡眠，有利于阳气潜藏，阴精蓄积。

忌常吃火锅

很多人喜欢在冬季吃火锅驱寒，但火锅配料含有花椒、干辣椒等辛

温燥热之物，加之室内供暖、穿衣严实，热量无法及时外散，易出现口干

舌燥、皮肤干燥脱皮、咽喉肿痛等症状。因此，冬季吃火锅要适量，如食

用可多搭配些清火滋润的食物。

“小雪时节容易寒气入体而诱发疾病。”专家介绍，可以通过按摩大椎

穴、肾俞穴、关元穴等穴位防风御寒，强身健体。同时，还可以通过耳穴按

摩进行居家保健。耳穴按摩时，先将掌心摩擦热，再先后按摩耳廓腹背两

面，将双手握空拳，以拇、食二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按摩，直到耳朵发红、发

热，然后双手向上提拉耳尖，向下拉耳垂，手法由轻到重。耳穴按摩每日早

晚各 1次，每次 3~5分钟，可通经活络，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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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保的这些政策袁您需要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