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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家玉）2019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已落地南
通，自2020年1月1日起在全市
范围内正式执行，涉及癌症、罕见
病、肝炎等治疗领域的118种国
家谈判药，全部纳入我市医保药
品目录乙类管理，参保人员最多
只需自付30%。

据介绍，2019版国家药品目
录共收录药品2709个，有118个
国家谈判药品，包括西药95个、
中成药23个，多为近年来新上市
且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品，涉
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耐
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

消化等10余个临床治疗领域。和
2017版相比，2019年版国家药品
目录调入药品 218 个，调出药品
154个，净增64个。

“此次调整把更多救命救急的
好药纳入医保，其中百姓感受最深
的肯定是118种国家谈判药。”市医
保局副局长顾忠贤介绍说，新增的
70种谈判药，个人自付比例30%，
再加上谈判时药品本身的平均
60.7%降幅，最终患者实际自付的
比例仅为纳入医保目录之前价格的
11.8%。续约成功的27种谈判药
品价格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再降
26.4%，市医保部门全部从之前的
自付60%调整到自付30%，让老百

姓更有获得感。
2019版国家药品目录将中药

饮片由排除法改准入法，让饮片保
障范围更加明确、精准，使纳入支付
范围的饮片都符合基本医保“保基
本”的功能定位。从本次调出的品
种看，其中约一半是被国家药监部
门撤销文号的药品，其余主要是临
床价值不高、滥用明显、有更好替
代的药品，并对主要起辅助治疗作
用或易滥用的药品，提高个人自付
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本次国家
谈判未能成功续约的托伐普坦、拉
帕替尼、氟维司群、重组人干扰素
β-1b等4种药品，为合理保障群众

用药的连续性，医保部门设置了6
个月过渡期。“也就是说，在2019年
12月31日前已经开始使用的患者，
过渡期至2020年 6月 30日，有特
殊人群援助计划的延续到完成已进
行的治疗周期。其中，参保患者使
用纳入特药管理的未续约药品时，
上一个医疗年度在过渡期内终止
的，可在申请后继续使用至2020
年6月30日。过渡期内相关费用
可按规定继续报销，过渡期之外的
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市医保局相
关负责人希望，相关定点医疗机构
在此期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临床
用药的替代衔接，合理保障群众用
药连续性。

社会监护人志愿者每周走进
家庭，开展一对一扶助；大学生家
教志愿者帮助孩子们辅导功课；
心理、教师及律师志愿者为有需
求的孩子排心忧、助维权……由
南通仁爱社工中心承接的2018
年度江苏省社区公益社工服务项
目“社会监护人——监护缺失困
境未成年人服务项目”经过一年
的服务顺利结项。在上月29日
下午举办的项目年度评优颁奖活
动中，所有参与者大联欢，用他们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共同迎接
2020年的到来。

据了解，“社会监护人——监
护缺失困境未成年人服务项目”
是以崇川区80名6-18周岁家庭
结构缺失或监护能力不足的困境
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依托社区
志愿者、大学生家教志愿者、专业
社工、心理咨询师、律师等社会力
量，并从家庭、同辈群体、社区、学
校等几处监护缺失困境未成年人
的主要生活环境入手，构建监护

缺失困境未成年人社会监护支持网
络。通过积极改善监护缺失困境未成
年人的生活成长环境，以及动态监管
监护缺失困境未成年人在生活环境、
心理性格及行为等方面的问题，帮助
监护缺失困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我们通过个案分析解决问题，涉
及学业辅导、疾病就医、亲子沟通、财
产继承、亲子抚养等实际问题，帮助案
主走出家门、融入小组，促进表达与交
流，改善家庭支持系统。”据项目负责
人白红霞介绍，一年来，该项目共帮助
36名失管困境未成年人调节心理情
绪，提升自信心，孩子们的人际交往、
自我悦纳、自管自控能力明显增强。

白红霞透露，2020年，仁爱社工
组织将与南通救助管理站合作，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社工服务范
围延伸覆盖崇川、港闸两地；并在
2019年项目成功运行的基础上不断
总结，创立可复制、可推广的困境儿
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让更多的
困境儿童得到更好的关注与服务。

本报记者 李彤

■基本情况

上周（2019年12月27日—
1月3日），市12345在线平台共
受理各类诉求5463件。在线直
接答复3591件，向各网络成员单
位派发工单1655件。网络成员
单位按时办结率98.32%。有效
回访1230件，办件回访满意率
92.76%。承办省平台交办件217
件，其他诉求35件。

■热点问题

1. 违法建设方面。共受理
229件违法建设类诉求，主要涉
及易家桥31幢西侧、优山美地洋
房区、虹桥新村119幢、学田苑
98 幢楼下绿化、晏园玖珑城 1
幢、天一颐景苑1幢、北濠桥新村
24幢、学田苑169幢、华侨花苑
10 幢、水清木华 1 幢等。市
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情况转
交辖区政府查处。

2. 工资拖欠方面。共受理
139件工资拖欠类诉求，如彭先
生反映“2019年5月在太平路世

纪大道路口（龙信集团江苏建筑
产业有限公司恒仁工地）任职木
工，单位拖欠6个月的工资”，任
先生反映“2019年7月至8月通
过南通巨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给浙江省湖州市蜀山路广汽传
祺4S店装修（已完工），但老板至
今还拖欠工资74000元”等。市
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情况转
交辖区政府协调处理。

3.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共受
理131件自然资源管理类诉求，
主要集中在土地征收补偿、不动
产权证办理两方面。土地征收
补偿主要涉及如皋市东陈镇山
河村11组、启东市汇龙镇大陆
村16组、如东县袁庄镇濮桥村
1组、海门市四甲镇四甲村等；
不动产权证办理主要表现为拖
延办理问题，如王先生反映

“2018 年购买了海安市墩头镇
凤凰新城房屋，售楼处工作人员
称房产证将于2020年春节前办
好 ，但 至 今 未 能 办 成 ”。 市
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情况转
交辖区政府研究处理。

■典型案例

崇川区教体局协同多部门开
设学生专线，保障学生绿色安全出
行。去年12月9日，徐先生建议通
师一附倡导学生“绿色出行”，引导
更多学生乘公交上学，缓解交通压
力。对此，崇川区教体局表示目前
学校生源较多，上放学期间交通压
力过大，学校先后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绿色出行教育，同时学校与公交
公司协商，特设了一附学生专线，
每天上学和放学都有学生乘坐该
专线。今后，学校将继续鼓励学生
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情况下绿色出
行，也将继续同家长、交警、公交公
司等单位一起携手为学生的安全
出行、绿色出行保驾护航。市
12345在线平台据此回访，徐先生
表示满意。

■市民建议

港闸区深南路永盛路口左
转、直行、右转共用一个车道，经
常拥堵，建议延长绿灯时间，或者
单独增设一个左转车道。

对拖欠工资坚决说不
年终岁末，务工者返乡高潮期即将

来临。辛劳一整年，他们能否揣上劳动
报酬，回家过一个团圆年，值得全社会共
同关心关注。拖欠工资是昧良心行为，
必须坚决根治！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不断出台，针对
欠薪者的法令也越来越严。欠薪也是违
法行为，希望老板们心中有数。

对于务工者来说，运用法律维护自
身权益也要主动作为。首先，争取协商
解决。特别要主动亮出证据，并注意保
存协商记录。其次，可拨打工会“12351”
维权热线，或前往工会帮扶中心、工会法
援中心寻求帮助。同时可以直接前往劳
动监察机构投诉。此外，也可以申请法
律援助，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免费
帮你打官司。

特别提醒，在碰到拖欠工资等权益
受到侵害的 情 况
时 ，千 万 不 能 采
取过激和暴力行
为 ，一 定 要 通 过
法律途径来解决
问题。 ·陈璟·

本报讯（记者冯启榕）每到
冬季，也是各大医院儿科最为繁
忙的时期。很多双职工家庭，
白天走不开，只能带孩子晚上
看病。为满足患儿就诊差异化
的需求，缓解晚间儿童就诊难
及医疗机构急诊压力，昨日起，
市一院开设儿童专科晚间门诊
服务。

据了解，市一院儿童专科晚
间门诊分为普通门诊和专家门

诊。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门诊诊
察费(儿童专科晚间)的通知》（通医保
发〔2019〕15号）要求，市一院儿童专
科晚间门诊（专家或普通）开设时间
为17:30-21:30，其中，儿童专科晚
间普通门诊诊察费24元/次，儿童专
科晚间专家门诊诊查费60元/次。在
此，市一院特别提醒，对晚间符合急
诊指征的就诊患者，仍执行“急诊诊
察费”的政策规定。

本报讯（记者李波）昨日，银
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给通城市民
送来新年贺礼——银川市冬季文
化旅游护照（使用时间为2020年
1月1日至2020年 3月31日），
共3000册。凡是持该旅游护照
的南通市民前往银川的14个景
区，在免去首道门票的基础上，还
可免费体验冬季旅游项目，部分
旅游产品享受折扣优惠。

据介绍，此次银川市冬季旅
游护照与银川市第五届“丝路明
珠 魅力银川”全域旅游冰雪嘉年
华活动配套使用。南通市民持本
次发放的冬季旅游护照和本人身
份证，可以享受冰雪嘉年华活动
中银川市1个5A级景区（水洞沟

旅游区），7个4A级景区（宁夏贺兰
山国家森林公园、贺兰山岩画、鸣翠
湖国家湿地公园、黄河军事文化博览
园、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西夏陵、
黄沙古渡旅游景区），5个3A级景区
（西夏风情园、黄河外滩国家湿地公
园、阅海滑雪场、森淼生态旅游区、银
川天山海世界·黄河明珠文化旅游
城），1个2A级景区（红玛瑙枸杞观
光园）和宁夏特色物产馆提供的免景
区首道门票、冬季旅游项目免费体验
和部分旅游产品折扣的优惠政策。

这个春节带着家人去宁夏银川，
感受那里的冰雪运动、文化探秘、民
俗体验、美食养生、休闲娱乐等文化
旅游项目，不失为新年送给家人的难
忘礼物。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落地
新增70种谈判药，参保患者自付比例大幅下降

给更多困境儿童撑起一片晴空

辅导功课、排心忧、助维权，“监护缺失困境未
成年人服务项目”今年将覆盖崇川港闸两地——

年底工资拖欠诉求有所增多
公交学生专线倡导绿色出行

市一院开设儿科夜门诊
看诊时间为17:30-21:30

银川来通推介冬季旅游
市民持相关证照可享门票减免等优惠

昨日，如皋市石庄镇的一家“网红”馒头店，店门口热气腾腾，50层高的蒸笼一次能蒸香喷喷的馒头2000
只，顾客络绎不绝。 吴环宇郭皋彭摄

本报讯（通讯员孟红娟 记者
黄哲）昨日清晨，港闸区唐闸镇街道
怡园新邸六旬保洁员陆美英像往常
一样在小区清扫。在该小区12幢楼
前，她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身份
证、银行卡、现金1000多元。想到
失主肯定很着急，她便站在原地等
候。可等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未见
失主前来，于是她便拨打了110，把
钱包交到辖区民警手中。

截至发稿时，失主已经找到。这
位失主来自常州，原来他在送货过程
中不小心遗失了钱包，“要不是接到民
警的电话，我可能都不知道钱包丢在
了哪里。”面对失主的连声道谢，陆美
英说，自己没做什么，换作任何一个
人，都会这样做的。

“作为一名保洁员，陆美英在平
凡的岗位上，却有一颗金子般火热
的心。尽管自己家庭不富裕，但是
在金钱面前，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怡园新邸物业
主任吴立球说。

男子粗心丢钱包

六旬保洁员
拾金不昧暖人心

新年刚过，中铁上海局集团工会来到南通金茂府项目部，慰问节日奋
战在工地的员工。 蔡祥重摄

遗失公告
▲南通市兰陵网吧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2MA1MB7MQ03，声明
作废。
▲港闸区海通东洲货物配载服务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正
本 编 号 ：
320611000201204010048，副 本
编号：320611000201204010049，
注册号：320611600193694，声明
作废。
▲储俊遗失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毕
业 证 书 ， 号 码 ：
139931201705170436，声 明 作

废。
▲储俊遗失医师资格证书，号码：
20183211032062119900730123
7，声明作废。
▲周鑫鑫遗失华润置地（南通）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32001800105，号
码：29079835，金额：509027 元，
声明作废。
▲孙姗姗遗失常熟理工学院毕业
证，号码：103331201605800515，
声明作废。
▲蔡金林遗失观音山新城东快速
两侧绿化带工程房屋征收补偿结
算 存 款 单 ，号 码 ：NO GYS

0002979,声明作废。
▲张冲、俞丹华遗失南通锦庭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号码：
0263963,金额：8891.2元，声明作
废。
▲张冲、俞丹华遗失南通锦庭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号码：
0263964,金额：-4768元，声明作
废。
▲ 陆 萍 遗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
32060219610709302263，声明作
废。
▲ 张 玉 芹 （ 身 份 证 ：
320624197207028626）遗失南通
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收据，号

码：8231944，金额：10000元，经
营保证金，声明作废。
▲ 张 玉 芹 （ 身 份 证 ：
320624197207028626）遗失南通
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收据，号
码：4004120，金额：5000元，装修
保证金，声明作废。
▲ 张 玉 芹 （ 身 份 证 ：
320624197207028626）遗失南通
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收据，号
码：4004161，金额：5000元，工商
先行赔付保证金，声明作废。
▲姜星星遗失与南通开发区涌鑫
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涌鑫集团内
部预选房屋补偿协议，号码：YX-

XHGMG-2015070632- 1,声明
作废。
▲邱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时间：1999年10月21日，声明作
废。
▲赵兰生、陆水英遗失南通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
3200171350，号码：05191954,金
额：657143元，25-508预收款，声
明作废。
▲ 顾 文 瑞 （ 身 份 证 号 ：
320621199806118738）遗失《南
通体臣卫生学校毕业推荐表》一
份，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59000797 59000798 办理地址：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南通市政务中心1楼98号窗口
医技前沿

（通）医广【2019】第01-02-001号

南通市肿瘤医院
发挥三甲医院优势
彰显肿瘤专科特色

86710522咨询、
预约电话

广
告

市肿瘤医院介入科建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是南通地区率先开展胸腔、
腹腔及盆腔肿瘤介入治疗的科室之
一，在原发性肝癌、转移性肝癌、肺癌、
妇科恶性肿瘤、消化道良恶性梗阻、阻
黄的引流及胆道支架植入等方面具有
丰富经验，对肿瘤的各种并发症如肿
瘤引起的出血及胆道、消化道、血管、
气管梗阻的处理亦有独到之处，欢迎广
大患者就诊。

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