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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3月28日，中国山东省赴英国联
合工作组一行15名成员，从济南出
发抵达英国伦敦，中国驻英国大使
刘晓明会见联合工作组。之后，在
中国驻英大使馆，刘晓明、山东赴
英联合工作组相关代表与英国卫
生部次长贝瑟尔通过视频连线，介
绍联合工作组此行的相关情况。

刘晓明大使对山东省赴英联
合工作组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联合工作组带来了党和政府对英
国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特别
是留学生的关怀，向他们转达祖
国人民的牵挂。驻英使馆将配合
联合工作组，做好各项工作。

据了解，此次山东省赴英联

合工作组由疾控、诊疗和心理方面
专家组成，为英国华侨华人、中资
机构人员和留学生带来首批23吨
抗疫物资。联合工作组负责人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东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毫不松懈地抓好山东

省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生
产生活正逐步恢复。联合工作组愿
与英方分享经验，携手抗疫。恳请
英国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
护好在英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
的健康安全和正当权益。

在与英国卫生部次长贝瑟尔
视频连线过程中，联合工作组成

员介绍了中国和山东的抗疫情
况。贝瑟尔感谢联合工作组克服
困难来到英国并分享经验，他对
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表现表
示认同和感谢。他表示，英国政府
将竭尽所能照顾好每个人，确保
每个人都能得到较好的医治。

据大众日报客户端

3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疫情最新进
展。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说，截至3月28日
24时，现有确诊病例降至3000例
以下，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
同时，境外输入病例引起新一轮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依然较大，当
前，要继续防范本土病例零星散
发和境外输入病例传播双重风
险。

据介绍，截至3月28日24时，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1439例，
其中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693例，来自42个国家，其中数量
较多的7个国家占总数的83 . 4%；
当日新增确诊病例45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44例，本土病例1例

（为河南病例）；现有确诊病例
2691例，其中重症病例742例；累
计死亡病例3300例，当日新增5例

（全部为湖北病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75448例，当日新增477例；
现有疑似病例174例，当日新增28
例。

3月28日0-24时，湖北无新增
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现
有疑似病例。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民用
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等部门介绍，
为确保疫情期间国际航空货运供
应链稳定，我国大力增加航空货
运运力供给、持续降低航空物流
成本，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全
货运航班将增至每周930班，接近
疫情前水平。 据央视

甘肃卫健委29日晚间发布，3
月28日20时至3月29日20时，甘肃
新增湖北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例。

该病例于1月14日由兰州去
湖北省咸宁市老家，3月22日自驾
车从湖北省咸宁市(低风险区)持
湖北健康码“绿码”返兰，3月23日
到达兰州所居小区门口，由社区
工作人员专门安排转运至七里河
区集中留观点医学隔离观察，隔
离期间做了相关检查，3月28日
CT结果显示：右肺中叶内侧段和
左肺舌叶小片状磨玻璃渗出影。
根据流行病学史及CT检查结果，
3月28日确定为疑似病例。3月29
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确诊为新冠肺炎。

目前患者在省级定点医院住
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累计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2人，已全部集中隔
离。

据甘肃卫健委

花了多少钱？
确诊患者总费用7 . 52亿

“新冠肺炎患者无须承担医
疗费用”的政策广受好评，新冠疫
情期间，医保系统共为全国新冠
肺炎患者结算、支付了多少资金
呢？

熊先军表示，截至3月15日，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全国新冠肺炎确诊和
疑似患者发生医保结算93238人
次（包括门诊患者多次就诊结
算），涉及总费用103960万元，医
保系统共支付67734万元。

确诊患者方面，全国确诊患
者结算人数为44189人，涉及总费
用75248万元，人均费用1 .7万元，
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

对于剩余部分，熊先军介绍
称，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
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1月22日，国家医保局会同财
政部明确提出“确保患者不因费
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疗
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医
保部门要求对于确诊和疑似患者
全部实行先救治、后结算。

新冠肺炎的免费治疗为全
国的患者打开了一条“救命”通
道。“新冠肺炎具有较强传染性，
如果费用渠道不明确，患者会有
顾虑，不利于及时诊断治疗和控
制传染源。”熊先军表示。

在此情况下，医疗机构是否
会因预算限制而有压力呢？

熊先军表示，为缓解医疗机
构垫资压力，医保经办机构还专
门预付专项资金用于患者救治。
截至3月19日，各地医保部门累
计拨付资金193亿元，其中湖北
省37亿元。

此外，为了确保医疗机构不
担心预算限制，能放心收治，医
保部门及时调整定点收治医疗
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对相关医
疗费用单列预算，不占用当年总
额预算指标。

包括哪些项目？
人工肺ECMO纳入报销

高达7 . 52亿元的治疗费用
都包括什么呢，熊先军表示，在
特殊时期实行特殊政策，对确诊
和疑似患者，即使是诊断为确诊
和疑似前的费用都纳入“两个确
保”政策范围。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
发布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
知》和《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
充通知》，在按要求做好确诊患者
医疗费用保障的基础上，疫情流
行期间，对于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确定的疑似患者医疗费用，也将
全额报销。

对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需
要使用的、之前未被列入医保目

录的药品与服务，又是否纳入报
销范围呢？

熊先军表示，对属于卫生健
康部门制订的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范围内的药品和诊疗服务项
目，无论之前是否在医保目录中
或是否有限定支付范围，均临时
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ECMO作为重症肺炎的“救
命器”之一，此次新冠肺炎救治
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CMO又称人工肺，因其使用价
格昂贵，又有“ECMO一响，黄金
千万两”之称。

3月15日晚，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东院乳腺外科医生杨青峰
发布了一条微博，贴出了一位新
冠 肺 炎 患 者 医 药 费 用 为

“1128739 . 66元！”杨青峰表示，
这是一位年轻的新冠肺炎危重
症患者，之所以费用这么高，就
是由于用了ECMO。

负责某品牌ECMO市场推
广的孙凯介绍，ECMO开机当天
的费用大约就在7万左右。

“诊疗方案中的体外膜肺氧合
（ECMO）因对诊疗水平要求较高，
费用较为昂贵，之前许多省份未纳
入支付范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医
保也予以支付。”熊先军说。

医保基金是否承压？
支出减缓影响不大

面对如此高昂的治疗费用，
又由谁来承担呢？熊先军表示，

对于卫生健康部门认定的确诊
和疑似患者，无论是本地或异地
患者，都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
由就医地财政给予补助，异地就
医医保支付的费用由就医地医
保部门先行垫付，疫情结束后全
国统一组织清算，由参保地医保
部门与就医地医保部门结算。

疫情期间，医保目录放款、
免除支付限额，医保基金自身是
否承压呢？

“对基金影响会不会很大。”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介绍，
医保和财政发挥了医保基金和政
府公共财政的共同作用，但是主
要集中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此外，受疫情影响，全国诊疗服务
有所萎缩，医疗费用也相应下降，
基金支出有一定减缓。

3月初，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司长符金陵也曾表示，截至3月2
日，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1087 . 5亿元，医疗费用的保障
比较充足，请大家不用为医疗费
用担忧。

对于其他有就医需求的慢
性病患者，熊先军介绍，各级医
保部门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实施
长处方政策，减少慢性病患者去
医院次数。同时，及时将符合条
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综合中新、《北京商报》、《第
一财经》等

山东赴英联合工作组抵达伦敦
为英国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带去首批23吨抗疫物资

国家卫健委：

防范本土零星散发

和境外输入双重风险

甘肃新增湖北输入1例

一周前持“绿码”返兰州

治疗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要花多少钱？

人均1 .7万元 医保之外财政兜底

新冠肺炎患者诊疗费用一览

◆全国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

者医保结算93238人次(包括

门诊患者多次就诊结算)
◆涉及总费用103960万元

◆医保系统共支付67734万元

◆全国确诊患者结算人数为

44189人

◆涉及总费用75248万元

◆人均费用1 . 7万元

◆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
◆为缓解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各地医保部门累计拨付资金

193亿元

◆其中湖北省37亿元

◆重症患者的花费比较高，
如果使用ECMO等诊疗设

备，开机当天的费用就在7万
左右

◆医保部门要求对于确诊和
疑似患者，无论本地还是异
地，全部实行先救治、后结算

治疗一名
新冠肺炎患者需
要花费多少钱？国
家医保局给出的答案
是，确诊患者人均花费
1 . 7万元。

3月29日，国家医保局医
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接受
采访时表示，截至3月15日，全国新
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发生医保结
算93238人次（包括门诊患者多次就诊
结算），涉及总费用103960万元。确诊
患者方面总费用75248万元，人均费用
1 . 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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