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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兰州市全面落实
“先诊后付费”和
“一站式”结报制度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赵汇）
“全面开展 51 种大病集中救治，确保每个患者及时得到救治；完
善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建档立卡贫困户签约服务管理率提高到 95%以上；全面落实医疗费
用兜底保障制度、
‘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报制度，解决贫困人口有病看不了、健康管不好的问题。”3
月 13 日召开的兰州市卫生计生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聚焦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方面的难点问题。

年内市级至少建成
1 个紧密型医疗集团
2018 年，兰州将着力抓好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加快
推进医联体和专科联盟建设，
年
内市级至少建成 1 个紧密型医
疗集团、每县建成 1 个紧密型医
共体，促进综合医院集团发展、
专科医院特色发展。完善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
实施以省级 50+
N、
市级150+N、
县级250+N、
乡
级 50+N 为主要内容的病种分
级分工制度，严格执行转诊制
度，
做好能力评估和病种调整工
作，2018 年县级至少增加 10 个
病种、
乡级至少增加5个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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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 51 种大病集中救治
今年，持续加大健康扶贫攻坚力
度。全面开展 51 种大病集中救治，确
保每个患者及时得到救治；
完善贫困人
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
建档立卡贫
困户签约服务管理率提高到95%以上；
全面落实医疗费用兜底保障制度、
“先
诊疗后付费”
和
“一站式”
结报制度，
解
决贫困人口有病看不了、
健康管不好的
问题。强化健康扶贫政策宣传，
将健康
扶贫宣传纳入计划生育
“一票否决”
考
核内容，
做到健康扶贫政策人人皆知、
家喻户晓。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建设，
加强全科医生培养，
全面
落实乡村医生养老政策，
提升贫困
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开展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选择 1 家医院开展薪酬
制度改革试点，
增加医务人员
收入，
调动医务人员参与改革
的积极性。深化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门诊按人头、住院按
病种总额预付方式要覆盖所
有公立医院，
严格执行住院费
用60%总额预付、
40%考核决
算的支付方式，
控制医疗费用
不合理增长。落实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
“一站式”
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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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兰州市
医疗费用增幅控制在 9%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赵汇）2017
年，兰州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医疗费
用增幅控制在 9%；新农合住院患者实际补偿比
由 58.28% 提 高 到 64.09%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率 达
34%、建档立卡贫困户签约率 90%、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签约率 95%。
3 月 13 日兰州市卫生计生暨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上通报称，2017 年兰州市大病保险筹
资标准从人均 30 元提高到 55 元。重大疾病病
种增加到 51 种，共救治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心
病等重大疾病 7027 人次。医疗总费用 1.5 亿元，
新农合基金补偿费用 9647.77 万元，实际补偿比
为 64.18%。大病保险共补偿 1.05 万人次，补偿
金额 4890 万元，人均 4700 元。县域内农村贫困
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制度全面落实，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一站式”结算全部实现。
2017 年 ，全 市 人 口 出 生 率 6.57‰ 、自 增 率
4.02‰，出生人口性别比 105.29，总出生符合政策
生育率为 98.79%。

省博第五届青少年优秀书画作品展
即日起面向全省征稿
本报讯（兰 州 晨 报/掌 上
化，
体现普通百姓越来越充盈
兰州记者卢伟山）为纪念改革
的幸福感，反映改革开放 40
开放40周年，
甘肃省博物馆拟
年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今年的“5·18 国际博物馆
参加人员必须为 10-20
日”
推出以改革开放40年为主
岁青少年，
所有参展作品内容
题的
“甘肃省博物馆第五届青
积极健康，紧贴改革开放 40
少年优秀书画作品展”
，
现面向
周年主题，
要有较高的思想性
省内外青少年、
儿童征集优秀
和观赏性。国画作品均为四
书画作品。
尺斗方或四尺整张竖幅；
油画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
“改革
作品装裱后不超过 1.2 米，其
开放 40 周年礼赞”，创作核心
余作品均长宽不超过 1 米；书
是“春天的故事：讲述这些年
法作品不超过四尺整张竖
我 们 的 变 化 （1978—
幅。不符合规格者不予参展。
2018）”。活动将通过绘画、
凡参展个人或集体须统
书法的艺术形式，
采用以小见
一打印报名表，
请登录甘肃省
大的表现方式，以小角度切
博物馆官方网站 www.gan入，
从希望的田野、
乡村蝶变、 sumuseum.com 下 载 报 名
我的中考、我的高考、出行之
表。投稿时请将作品和报名
便、
乔迁之喜、
丰衣足食、
多彩
表一同送至甘肃省博物馆展
生活、
生活保障、
我的创业、
精
厅四楼
“作品征集处”
。报名表
彩人生等方面，
讲述普通家庭 （个人或集体报名表）用 A4 纸
在 这 40 年 中 发 生 的 可 喜 变
打印一式两份，
并在作品背面

右下角标注作品名称、
作者姓
名、
年龄及联系电话。外地参
展者可将报名表和作品邮寄
至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
津西路 3 号，甘肃省博物馆社
会教育部收”
（邮编：
730050），
请注明
“参展作品”
字样。
征稿时间：
2018 年 3 月 10 日—4 月
15 日
展出时间：
2018 年 5 月 18 日—6 月
3日
展出地点：
甘肃省博物馆展览大楼
东一楼展厅
联系电话：
0931-2339131
2339133、
17709315077 何老师
13919850010 张老师

诗歌朗诵会现场。
诗歌朗诵会现场
。兰州晨报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李辉 摄

第五届甘肃青年诗会百人诗歌朗诵会
首场刘山诗歌朗诵会在兰举办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李辉 实习生胡雅昕）3 月 10
日，第五届甘肃青年诗会百人诗歌朗诵会在兰拉开帷幕，首场刘
山诗歌朗诵会在兰州南河桥诗歌民谣驿站文化酒吧举办。我省
知名作家、诗人西棣、白冰、侯川、苏木素、聂中民等与文学爱好者
近百人参加了当天的诗歌朗诵会。
刘山，甘肃武威人，法学博士，现居甘肃兰州。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甘肃省文学院首届作家班学员，入选诗刊社第 33 届青春诗
会。朗诵会上，刘山和与会者交流了创作经历和写作心得。诗人
们真情朗诵了刘山诗集《春风痒》
《病中书》中的精品佳作。整场
主题诗歌朗诵会风格独具，现代诗歌和民谣音乐相辅相成，体现
了诗歌艺术包容博大的特性。

张近东建议从三方面为快递包装
“减负”

国家邮政局的权威数据显示，
2017年中
国快递超过400亿件，
再创历史新高。在享受
快递带来便利的同时，
如何让快递包装
“减负
上路”
，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是全国人大代表、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今年最关注的
问题之一。张近东建议，
应尽快完善法规标
准，
多方协力，
大力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行动。
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快
递包装盒（袋）的数量剧增，随之而来的废
弃物污染形势严峻。一边是造成大量的原
生资源浪费，一边是造成巨大污染压力，因
此，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生产和循环使用，

已是大势所趋。
苏宁易购推出的绿色零胶纸箱
在标准制定方面，
张近东建议，
尽快明确
快递业绿色包装使用率和回收率标准；
制定快
递运输环节服务标准，
明确流通环节快递包装
的损毁率，
提高二次使用率；
构建快递业包装
废弃物回收体系，
建立非环保包装的退出机
制，
逐步实现快递包装全面绿色化。
改用绿色包装,张近东建议，
对使用绿色
包装并能推动绿色包装普及的企业给予政策
及财政支持；
鼓励包装制品循环使用，
对循环
使用包装制品的商家及快递企业给予激励；
建

立快递包装分类及回收激励机制，
鼓励商家、
消费者及快递企业对快递包装分类回收。
绿色包装是系统工程，
企业应该起带头
作用
要促进快递绿色包装盒的步伐，
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同时，
作为电商企业来说，
应该
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这一点是业界的共识。
据了解，2017 年“418”期间，苏宁物流
首次推出共享快递盒 1.0，随后逐渐放大共
享和循环包装在绿色物流中的应用。2017
年12月11日，
苏宁物流发布共享快递盒2.0
版本，
首批在北京、
杭州两地共投放 5 万个，

2018年计划整体投放20万个。
行业专家认为，
从长远来看，
绿色、
环保、
智能是快递业的大势所趋，
伴随着快递行业的
巨头相继完成上市，
在环保、
企业社会责任方
面正面临更多的要求。与此同时，
原纸价格上
涨、
舆论压力等也倒逼企业采用更为绿色可循
环的物流方式，
最终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
张近东认为，快递业绿色包装是一项
系统工程，从绿色循环产品的使用，到包装
回收体系的建立，以及快递包装耗材的减
量化，不仅需要政府、企业的“联姻”，也需
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深植绿色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