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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艾滋病感染者

通过性途径传播
◆截至6月底，中国新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中

90%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近9%是通过吸毒传播。
目前，经性传播感染艾滋病仍是最大的威胁，通过
性途径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异性传播占70%、同
性传播占20%。”

——— 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近日表
示，过去十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经历了从无到
有。截至目前，已有约23万人接受了抗病毒治疗。
其中以美沙酮维持治疗为例，仅这一措施就使得吸
毒人群患艾滋病人数从2003年新报告人数的50%以
上，降到目前的不到10%。

我国传染病防治形势严峻

◆近10年来我国几乎每1—2年就有1种新发传
染病出现，许多新发传染病起病急，早期发现及诊
断较为困难，缺乏特异性防治手段，早期病死率较
高。

——— 近期，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透露，流动人
口容易成为传染病的易感人群，预防接种等防控措
施难于落实。频繁的国际商贸往来加剧了传染病跨
国界传播风险。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增加了
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复杂性。

我国11 . 6%成人患糖尿病

◆我国 1 8岁及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达
11 . 6%，糖尿病前期率为50 . 1%。根据研究样本权重
估测提示，中国18岁及以上成人中约有1 . 139亿名
糖尿病患者及4 . 934亿糖尿病前期人群。

——— 近期，国家疾控中心发布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高龄、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人群的糖尿病患病
率较高。在所有糖尿病患者中，接受降糖药物治疗
者仅为25 . 8%，其中仅39 . 7%血糖控制良好。

不吃早饭会增加心脏病发作风险

◆美国心脏协会近期刊发的一篇研究报告显
示：不吃早饭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不吃早饭
可能会导致一个或多个风险因素，比如肥胖、高血
压、高胆固醇以及糖尿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因素将导致心脏病发作。

———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跟
踪调查了2万多名45岁至82岁男性的饮食习惯分析
发现，与吃早饭的人相比，经常不吃早饭的人心脏
病发作或因冠心病死亡的风险要高27%。研究人员
提醒说，人们千万不要忽视早饭。因为吃早饭可以
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城市女性患产后抑郁风险

高于乡村女性
◆加拿大一项最新研究称，居住在人口集中的

大城市中的女性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高于生活在乡
村的女性，这可能是由于大城市的女性产后获得社
会援助较少。生活在大城市的女性中外来移民比例
更高，而一些移民女性的家人没有与她们居住在一
起，这也是导致差异的一个可能因素。

——— 研究者表示，他们希望该研究有助于政府
和医疗机构更好地分配资源，以帮助有需要的女
性。据估算，全球每7名产妇中就有一人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产后抑郁症状，包括焦虑、易怒、哭泣、
饮食和睡眠失调等。

记忆力衰退或许可逆

◆年龄增大与记忆力下降之间通常可画等号。
但美国一项实验显示，这种记忆力衰退的情况并非
不可“扭转”，增加一种叫做RbAp48的脑蛋白或
许能让老年人再次拥有“年轻”大脑。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研究人员在
《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说，老年人记忆力衰退
可能是因为脑中RbAp48蛋白含量低下所致，而这
一过程是可逆的，增加该蛋白或可扭转老年人的记
忆衰退问题，以此蛋白为标靶，将来也许能开发出
新疗法。

(蒋兴坤 辑)

■ 健康前沿

□记 者 单青
实习生 于梦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卫生厅加强对脐带血临
床采集工作的监督管理。脐带血采集医疗机构必须
为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二级以上妇产医
院、妇幼保健院或综合医院，同时符合相关要求，
经卫生厅备案、并与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签订协
议后，方可开展脐带血临床采集工作。

据了解，医疗机构只能向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申
请批准设置，具备《血站执业许可证》的省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库采集、提供脐带血。各地将坚决查处
医疗机构为未取得《血站执业许可证》的机构采
集、提供脐带血的非科研目的的医疗行为。对未取
得《血站执业许可证》而擅自采集脐带血的机构，
将依据《献血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我省严格规范

脐带血临床采集工作

□ 本报记者 单青
通讯员 兰玉杰

 拿掉压垮贫困家庭的

“最后一根稻草”
60岁的朱印云与患重度精神病的儿子相依

为命了几十年，检查出癌症后，“借钱救命”
还是“放弃治疗”，成为摆在朱印云面前的一
道艰难的选择题。

然而，事情意外地出现了转机。今年3
月底，曲阜市民政局将低保老人朱印云患
病住院自付的8 0 0 0多元医疗费给予全部报
销。“住院看病不花钱，家里总算有救
了！”有了“沉甸甸”的救命钱，朱印云
喜极而泣。

“往往在新农合和大病救助保险报销
后，仍剩下约10%的医疗费用成为压垮困难家
庭的‘最后一根稻草’。”提起这一制度的
发起，曲阜市低保救助中心主任孔维健介
绍，为了拿掉压垮贫困家庭的“最后一根稻
草”，自2003年开展新农合政策以来，曲阜
市从未停止对这方面的探索。2013年，在国
家出台大病救助的基础上，曲阜从新农合基
金中每人每年拿出15元，为参合农民购买大
病医疗保险，经新农合报销后，由保险公司
给予二次补偿。

据统计，2012年曲阜市城乡低保和农村五
保户中，符合国家规定的20个病种的大病医疗
人数达993人，医疗总支出4360万元，除去各
类医疗保险承担的2270万元外，剩余的2090万
元全由患者自筹，民政部门每年拿出了400余

万元作为救助金。
“一朝住院、多年还债；一名家庭成员罹

患大病，就常常导致整个家庭陷入困境。”今年
年初，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听民声、察民情，在
网络问政和市民来信中发现，大病医疗仍是导
致部分贫困家庭陷入赤贫的一大原因。经过调
研，曲阜决定设专项资金为贫困家庭“兜底”报
销，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难题。

 让最需要的人

感受到政府的“阳光”
吴村镇白塔村，66岁的村民韦孝冬同样

感同身受。“家里没啥收入，再来场大病，日子
真没法熬了。”直肠癌让韦孝冬丧失劳动能
力，而老伴每月收入也仅有120元。今年5月

份，老人在曲阜市中医院的住院总花费为
27206元，其中自付金额为6612元。由于符合
全救助条件，老人的自付费用全部报销。

“要是没有全报销，俺几年也凑不齐这么
多钱！”韦孝冬感慨地说。。

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在济宁市级
以下医院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各类
报销、减免、补助等费用后，个人实际负担的
医疗费用给予全部报销。患者可在当月内向所
在村(居)或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由镇街或单位
主管部门审核，市民政局审批，财政、卫生、
人社部门复核后，市财政部门在患者提出申请
的下一个月10个工作日内，通过邮政银行把报
销资金发放到患者手中。

“帮助困中之困、难中之难的人群解
决就医问题。”在曲阜市卫生局党委副书

记高宪成看来，最急需的“最后一笔钱”
得到补偿保障，才能不让任何一人因病致
贫返贫，构建更高层次的无缝隙的全民医
疗保障体系，让最需要的人感受到政府的
“阳光”。

据了解，大病全报销制度，是曲阜“12项
民生工程”之一，填补现有医保制度的空白
点，自该制度实施以来，全市共报销70人次，
报销总额达38 . 9万元。

 给善良的愿望

提供一个平台
李长胜心里竖着这样一支标杆：好的政策

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将成为一剂名不符实的
“狗皮膏药”。

目前，曲阜市政府专门建立了5000万元大
病医疗基金，用于对困难家庭大病医疗报销。
其中，市财政列支的20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
剩余的3000万元将通过多种社会捐赠渠道筹集
实现。

李长胜认为，2500多年前，孔子留下了“为
政以德”思想，如今成为曲阜市正在践行的德政
轨道。多一份参与，全民的道德感就会加一层

“厚重”。给善良的愿望提供一个平台，就能汇成
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高宪成向记者介绍，目
前，仅社会募集资金已达200 . 4万元。

爱心的维护需要多个部门的协作以及严格
监管，曲阜市财政局副局长孔繁明表示，“救
助基金由财政局设立专户专项管理，专款专
用，上一年度结余的资金将全部转至下一年度
使用，让每一笔资金都在阳光下，真正做到物
尽其用。”

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在济宁市级以下医院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各类报销、

减免、补助等费用后，个人实际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全部报销。

曲阜：城乡困难家庭“大病全报销”
◆从今年开始，曲阜市在全市建立大病全

报销制度，身患国家规定的20类重大疾病的城

乡低保、农村五保对象将有专项资金“兜底”

报销。

◆目前，曲阜市财政每年设立医疗救助资

金，并发动各界募集爱心资金，构建了无缝隙

的医疗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困难家庭“一

朝住院、多年还债”的因病致贫难题。

□ 本报记者 蒋兴坤

乡镇卫生院新农合报销

占比不高
无棣县自从去年8月1日实施乡镇医院住院

费用全报销政策——— 凡是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
民和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
在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住院，只需
要缴纳200元的起付线，其他凡符合上级有关
规定的基本住院医药费用全部报销。

据了解，“全报销”政策实施一年来，无

棣乡镇卫生院新农合报销达到了683 . 24万元，
较往年同期增加316 . 6万元，增长到1 . 9倍，但
报销金额仅占全县新农合报销的6 . 9%，乡镇卫
生院报销数额所占新农合报销总额的比例仍然
很低。

“‘全报销’政策解决了如何充分利用
新农合基金满足农民就医需求问题。”无棣
县农合办副主任王清泉对新农合资金流向分
析后认为，2011年全县11处乡镇卫生院住院
补偿人次仅占全县总人次的7 . 3%，补偿额所
占比例更低，占总补偿额的4 . 2%。2012年无
棣县新农合基金总筹资额是1 . 38亿元。当时
测算 ,“全报销”后会新增补偿费用1350多万

元。
化解了新增资金压力，无棣采取提高住院

起付线金额的同时，控制卫生院次均住院费用
和单病种费用，又控制县内其他医疗机构医药
费用不合理增长，从总额上控制报销费用。无
棣车王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刘宝祥告诉记者，去
年8月1日至今，卫生院住院病人达到了956人
次，住院总费用125 . 09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
增长634人次和56 . 73万元，但住院病人的次均
费用由原来的2275元下降到县里的控费标准
1200元，降幅达到47 . 25%。

据王清泉估计，今年全年乡镇卫生院住院
报销金额可能会增加到1000万左右，但仍不到
新农合基金的1/10，完全有能力承受“全报
销”政策带来的资金支出压力。

卫生院仍有收诊空间

实行“全报销”政策后，会不会致使乡镇
卫生院病人“爆满”？会不会存在过度医疗？
这是当地卫生部门此前最担心的问题。然而该
政策实施一年来，多数卫生院仍存在收诊病人
的空间。

“虽然住院人数增长了3倍，但病人平均
住院天数为7-12天，卫生院32张病床的平均使
用率只达到45%，仍有能力接收更多病人。”
水湾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刘辉说，实施“全报
销”后，每月住院人次由20人次增加到了75人
次左右。

据记者了解，实施“全报销”政策以来，

乡镇卫生院住院补偿人次达到6709人次，较往
年同期增加了4364人次，住院补偿人次占全县
总补偿人次的14 . 37%。由于乡镇卫生院本属于
农民就医“洼地”，即便农民医疗刚性需求集
中显现，乡镇卫生院依然有能力接收更多的病
人。

“全报销”模式

县级医院难推广
严格来说，无棣县实行的是准“全报销”

政策，并非绝对的免费医疗，也不是该县独
创。据记者了解，在此之前，陕西神木县、湖
南桑植县等地方政府都试水看病“全报销”政
策。

无棣县卫生局副局长佘洪林告诉记者，
实施“全报销”之后，政府每月新增财政支
出约26万元，将卫生院医务人员工资全部纳
入财政预算，用于“兜底”卫生院医护人员
工资。

若将乡镇卫生院“全报销”模式推广到
县级医院 ,仍存在较大困难。无棣人口44万
人，2011年县内医疗机构住院补偿人次占全
县总住院人次的63 . 63%，补偿金额占总金额
的5 6 . 2 5%，县级医院报销总额超过4 0 0 0万
元。如果县级医院采取“全报销”政策，保
守估计将新增4000万资金支持压力。此外，
在县级医院属于区域内的医疗需求“高
地”，在县医院病床紧张的情况下，很容易
出现“住院难”。

乡镇卫生院免费就诊能走多远？
◆2012年8月1日，财力并不雄厚的无

棣县开始对在乡镇卫生院就诊的新农合

“农民”实行住院费用“全报销”政策，

以解决村民住院治病的“后顾之忧”。

该政策实施一年之际，8月30日，记

者深入无棣采访发现，“全报销”模式要

扩展到县级医院依然困难重重。

儿科支气管镜诊疗术
手把手示教

□李洪英 王怀莲 单青 报道
8月31日，由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

院举办的"泉城儿科支气管镜介入诊疗
论坛"在济南开幕。来自国内外40余位
著名专家受邀进行了学术讲座，学习班
共有1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技术
人员参加。学术活动包括青年论坛、学
术讲座、交流等。

本次论坛的第二部分为支气管镜手
把手示教，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共有
8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手把手示教，示教内容包括支气管镜
的构造、支气管镜的主要操作流程、步
骤及注意事项、镜下球囊扩张气道成
形、冷冻治疗、电凝治疗、激光治疗及
支架置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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