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四个医保”

助百姓健康

在 3 月 17 日“中国国医节” 到来之际，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第三小学、 贵州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共同开展 “国医润童心·

健康伴成长”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孩子

们通过识别、称量、研磨中草药，以及聆听穴

位讲解、认识骨骼、心肺复苏术演练等现场体

验，学习中医药文化、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贵阳市南明区教育

系统和南明区科协推出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特色系列活动之一。目前，该区各校园正通过

开展中医药宣传知识讲座、 编排中医药健身

操、开辟“中医药健康知识” 宣传栏（角）等

形式多样的活动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传

承弘扬中医药文化。 赵松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光盘行动” 正是对这一美德的传

承和发扬。 近日， 记者走访了一些学

校，发现“光盘行动” 已被融入到学校

日常教学管理中， 文明餐桌正引领舌

尖上的新“食”尚。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 贵州大学在读

博士生袁同学说道。 在贵州大学西校

区五食堂的墙上，醒目地贴着“光盘

行动”“节约粮食”的海报。 记者在现

场看到， 同学们都能自觉做到珍惜粮

食、杜绝浪费，“光盘行动” 的开展，让

节约粮食内化为学生自觉， 让反对食

品浪费成为学生习惯， 为建设文明绿

色和谐校园做出实际行动。

在云岩区林木小学， 为培养学生

节约粮食的意识， 该校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多渠道、多举措开展“反对浪

费”“崇尚节约”的系列活动。

“我们会利用主题班会帮助学生

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 同时每

天午饭时， 我还会把光盘行动做得好

的同学照片发送到家长群， 还会给孩

子们发小奖章，鼓励他们。这样以孩子

为点， 辐射家庭， 形成家校社协同育

人，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林木小学

杨磊老师说道。据悉，林木小学从细微

处着手，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目前，

学生已能实现节约用餐、安静用餐、文

明用餐的文明行为习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野

本报讯 3 月 16 日， 贵州省生态环

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危险废

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情况。

2020年至 2022 年， 我省开展了为

期三年的危险废物专项整治，旨在提升

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

和风险防控能力，建立健全危险废物全

过程环境安全监管体系，有效遏制非法

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

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

的废物，具有腐蚀性、毒害性、易燃性、

反应性和感染性等特点。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涉及面广，包

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大到年产上

万吨的工业危险废物， 小到废电池、废

荧光灯管。 ”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处处长刘晓静介绍， 行动中，我

省完善危险废物监管机制，建设贵州省

固体废物信息监管系统，强化危险废物

全过程监管，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

力和水平，推动省域内危险废物处置能

力与产废情况总体匹配。

刘晓静说，通过三年行动，我省危

险废物管理更加精准，全省注册使用省

固废系统的涉危险废物企业由 2020 年

的不足 1000 家猛增到目前的 2 万余

家， 系统中统计的危险废物产生量、处

置量、利用量愈发接近真实。 卫健部门

统计的医废产生量和生态环境部门统

计的医废处置量之间的误差已不到 2%。

散落在社会上的废铅蓄电池得到规范

收集并进入信息化监管范围。

同时， 全省生态环境风险逐步降

低， 危险废物跨省转入转出比从 2020

年的 23.8 倍降到 10 倍以内。 跨部门、

跨区域协作更加密切，危废集中处置能

力共享、跨省转移“白名单” 快审快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联合打击跨区

域收运处违法犯罪行为等合作不断加

强。

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做好危险

废物监管后续有效衔接，织密危废风险

防范体系，开展危废“点对点” 定向利

用许可证豁免管理试点；指导铜仁市建

设国家级含汞废物利用处置中心，加快

台江工业园区省级含铅废物利用处置

中心建设；持续开展危险废物集中收集

和跨区域转运试点，推动全省范围内废

铅蓄电池、废机油等社会源以及小微企

业危险废物逐步得到规范收集和处置；

开展危险废物产、收、贮、运、处、用全链

条执法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一批环境违

法典型案件，有序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监

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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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6日上午，贵阳市医疗

保障局召开 2023 年全市医疗保障工作

会议，总结 2022 年工作，部署 2023 年工

作。

2022年，市医保局抢抓国发[2022]2

号文件和“强省会” 重大机遇，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着力打造“四个医保” 。 在

打造“平安医保” 上，2022 年，贵阳市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 445.83 万人，同比增加

1.6%； 医保基金总收入 125.84 亿元，总

支出 105.13 亿元， 运行稳健可持续；严

厉打击欺诈骗保，追回医保资金 2039.47

万元。 在打造“便民医保” 上，实现 28项

医保政务服务事项“全省通办” 、异地就

医自助备案、 职工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17 家医疗机构开通 5 个慢特病

异地直接结算， 确保每个县至少有一家

以上，为广大群众提供便利医保服务。 在

打造“透明医保” 上，职工住院医疗费用

基金报销封顶线提高到 50 万元，惠及贵

阳贵安 164 万参保职工； 实现个人账户

家庭共济，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居民

大病保险计提比例提高至不低于 8%，纳

入城乡居民“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患者

从 3.43 万人提高到 12.4 万人， 基本实

现目标管理人群全覆盖； 医疗救助对象

覆盖范围扩大为 14 类，年度救助限额提

高到 5 万元； 全年累计资助特殊困难群

体 13.5 万人参保， 报销医疗费用 1.95

亿元； 药品医用耗材集采产品平均降幅

达 62%，节约患者费用 4.18 亿元。 在打

造“廉洁医保” 上，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政府系统 “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 工作部署，持续开展“庸、

懒、散、软、浮、推”作风问题专项整肃，进

一步加强执纪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

2023年， 市医保局将持续推进平安

医保、便民医保、透明医保、廉洁医保建

设，有效组织参保征缴，压实工作责任、

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强化宣传动员，确保

按时完成省级下达的 2023 年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任务。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稳步

调整过渡期内医疗保障乡村振兴相关倾

斜政策， 确保各类困难人员医疗保障待

遇落实，强化与有关职能部门数据共享，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底

线。

持续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建设。 进

一步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制

度， 城乡居民普通门诊年度支付限额提

高到 500 元 / 年 / 人， 将乙类目录参保

患者先行自付比例降低为 10%。

落实重特大疾病和医疗救助制度。

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 农村低收入人口

医疗负担。 提高倾斜救助年度限额和倾

斜救助比例， 实现医疗救助资金拨付市

级统支。

深入推进集中带量采购。 按照省医

保局的统一部署，聚焦临床使用量较大、

采购金额较高、 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品

种开展带量采购，力争 2023 年底药品集

采达到 500种、耗材达到 20种。

市医保局还将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持

续加强基金监管、 持续提升医保政务服

务能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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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的医生正在给南明区花果园第三小

学学生讲解人体常用穴位

文明校园少浪费

“光盘行动”倡节约

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

贵州收获了这些成效

危险废物管理更加精准，生态环境风险逐步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