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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下午，济南市宫颈癌
综合防治试点工作推进视频会在龙
奥大厦召开，推动在校七年级适龄
女孩HPV疫苗免费接种、适龄妇
女宫颈癌筛查等任务落实落地。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
可防可控的癌症，也是威胁女性生
命健康的“重大杀手”。我国每年
新发宫颈癌病例超过10万人，因宫
颈癌死亡病例近6万人，且呈现低

龄化趋势。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
式启动《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
略》，在全球倡导并承诺消除宫颈
癌。

据悉，我国适时开展健康城市
创新模式试点，开展9—14岁女孩
预防性HPV疫苗接种，推进35—
64岁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全覆盖等
工作，推动加速实现消除宫颈癌目
标，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申报和遴
选，济南市成功入选首批15个试点
城市。

为什么选择为15周岁以下的七

年级女孩免费接种HPV疫苗？接
种的二价HPV疫苗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如何？10月22日(本周五)上午
10点，“壹点问医·关爱女性健
康”直播专场特邀济南市疾控中心
主任助理、主
任 医 师 孙 红
云，为大家详
细 解 读 该 政
策。微信扫描
右图二维码进
入直播间观看
直播：

济南适龄女孩将免费接种HPV疫苗
疾控专家将做客“壹点问医”直播间现场解读

为了广泛普及宫颈癌防控健康知识，提高公众健康素养，
加速消除宫颈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
别推出宫颈癌防治有奖科普答题活动。

微信扫描右方二维码，进入答题页
面，系统随机抽取五道选择题，五道题目
全部答对，即可参与抽取红包。每个微信
号(手机号码)每天只有一次抽中红包机
会。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9日—10月23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晓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秦鹏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 . 64亿，占比为18 . 70%，人口老龄化程度
进一步加深。而恶性肿瘤是与衰老相关的
疾病，老年肿瘤防治工作任重道远。恰逢
中国传统节日——— 重阳节，10月15日—16
日，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
员会2021年学术大会暨山东省第四届老
年肿瘤论坛在济南召开。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山
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
委员会主委盛立军教授主持开幕式。她介
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 . 64
亿，占比为18 . 7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
步加深。恶性肿瘤是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已成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第一
位死因，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老年肿瘤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不断提高，老年肿瘤
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老年肿瘤患者临床
症状不典型，多种慢性病并存，致使确诊
时多为晚期，治疗有诸多限制，严重影响
预后。基于老年恶性肿瘤患者的特点，强
调多学科团队合作的综合治疗(MDT)及
规范化与个体化治疗的有机结合。老年肿
瘤亟需规范系统的诊治体系，治疗现状刻
不容缓，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专
业委员会的成立极大推动了我省老年肿
瘤学的不断发展，提高了我省老年肿瘤的
诊治水平。

据悉，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
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15年12月，自成立以
来，一直秉承知行合一的理念。业内专家
高度重视、积极参与，为推动山东省乃至
全国老年肿瘤诊疗和科研水平的进一步
提高，特别是老年肿瘤诊治的标准化、规
范化和专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大咖齐聚共话老年肿瘤诊治
山东省第四届老年肿瘤论坛在济召开

问题一、“五险一金”之

外为何还要建立长护险？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发布，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万人，占18 . 70%(其中，65岁及以
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 . 50%)。与
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 . 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加剧，失能
老人数量逐年增加。大多数失能人往往也
患有慢性疾病，不仅需要家人长期照顾，
同时也需要长期治疗。但当前421的家庭
结构和年轻人生活压力的上升使得家人照
顾已经越来越不现实，而且家人照顾并不
专业，病人的生活质量难以保障。如果将
失能老年人的护理工作交给第三方，比如
养老院，收费又太高，有的家庭也难以承

受长期的支出。
既然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什么

还需要长护险呢。因为每种社会保险的用
途都很明确，养老保险为的是给参保人老
年生活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保证基本生
活；医疗保险主要保障参保人生病就医买
药的需求，支付门槛是患有疾病；长护险
解决的是对失能老人的护理报销的问题，
支付门槛为老人的评估护理等级。

问题二、哪些人可以享受

长护险政策？

根据济南市医保局官网《济南市长期
护理保险常见问题》内容，凡参加济南市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和参加济南市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均可享受职工长
期医疗护理保险待遇。基本医疗保险未参
保、中断参保或自行终止参保缴费的,以
及由工伤保险支付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
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待遇。首次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以及中断参保后重
新参保的,自连续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满一年后，方可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具体到个人而言，因疾病、伤残等原
因长年卧床已达或预期达6个月，生活不
能自理，病情基本稳定的参保人(享受工
伤保险支付生活护理费待遇或享受残疾人
保障、军人伤残抚恤、精神疾病防治等国
家法律规定范围的护理项目和费用待遇或
第三方已支付护理待遇的除外)，可按规
定申请专护、院护或家护服务。

问题三、如何办理长护

险？

第一步：提出护理需求评估申请

参保人(或家属)携带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和最新的完整住院病历复印件/有效
的诊断证明,自愿选择一家定点医护机构
提出申请(申请家护服务的参保人，可以
通过微信小程序“济南长护险”提出申
请)。

第二步：评估护理等级
首先，定点医护机构会安排医护人员

上门初评。其次，初评通过后，经办机构
上门复评，复评通过后即可按规定享受长
护待遇。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由定点医护机构初
评，医保经办机构组织人员复评。目的是
在了解申请人病情的基础上，对参保人日
常进食、洗澡、梳洗修饰、穿衣、大小便
控制、如厕过程、床椅移动、行走及上下
楼梯等十项日常活动进行评定。评定采取
评分制，判断为功能障碍，需要极大的帮
助才能完成日常生活活动及有重度功能障
碍，多数日常生活活动不能完成或需人照
料的，均可按规定申请长期护理待遇。

第三步：享受护理服务
定点医护机构为参保人提供基本生活

照料及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服
务有三种形式：

(一)医疗专护(以下称专护)，是指定
点医护机构为入住本机构的参保人提供以
安宁疗护为主的医疗护理服务；

(二)机构医疗护理(以下称院护)，是
指定点医护机构为入住本机构的参保人提
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疗护理服务；

(三)居家医疗护理(以下称家护)，是
指定点医护机构为居家的参保人提供上门
照护或社区日间集中照护等基本生活照料
及相关医疗护理服务。

第四步：费用结算
参保人与定点医护机构结算时：符合

护理保险有关规定的费用，长期职工由护
理保险资金支付9 0%，个人只需负担
1 0%，长期居民由护理保险资金支付
70%，个人只需负担30%。

与住院报销政策的不同，首先，长护
不设起付线。其次，长护不分档报销，符
合规定的医疗护理费，参保职工报销比例
为90%，参保居民报销比例为70%。最
后，报销范围不同。专护报销范围为三大
目录与《济南市职工护理保险服务项
目》，院护及家护的报销范围为《济南市
职工护理保险服务项目》。

作为一项惠民的社会保险，减轻了失
能老年人的负担，也减少了家属们的压
力。

山东电力中心医院医养联合体是济南
市医保定点单位，具备济南市职工长护险
申请资格。可为失能、半失能等长期卧床
的老年人申请长期护理险，让这些老年群
体享受国家政策，节约家庭医疗开支，解
决家庭无人陪护的问题；同时，该医联体
是济南市首家临终关怀试点医院，通过对
生命末期病人采取姑息疗法的方式，减轻
病人痛苦，提高病人生存质量，延长病人
生存时间。

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险来了！
关于“长护险”，你想知道的都在这儿了

长护险全称是“长期护理保
险”，是国家为失能老年人提供
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服务或
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简单
讲，就是对失能人员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等级为参保人员提供基
本护理服务，比如洗头、喂食、
褥疮换药、导管护理等医疗服
务。长护险对于老人养老有何好
处？如何办理？

为大力弘扬尊老孝老传统美德，为老年
朋友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联合可恩口腔将于本周六上午(10月23
日)举办爱牙护牙公开课，并同期开设老年
摄影课堂，在普及口腔健康知识的同时，为
老年朋友带来一场生动实用的摄影课。

公益口腔检查，还能领红包
为给老年朋友普及口腔保健知识，可

恩口腔医院将为到场的老年朋友讲解牙齿
保护及口腔疾病预防办法，正确掌握护牙、
刷牙及自我口腔检查的方法。活动当天到
场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接受口腔检查并获
赠敬老伴手礼爱牙礼包一份，缺牙市民初
次到院检查后还可免费领取5斤东北大米
一袋，预约种牙的朋友还可领取4升花生油
一桶，现场互动环节中，还将随机送出精美
礼品。

随手记录“夕阳红”，老年摄影课堂等
您听

用手机记录美好的时刻，逐渐成为人

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很多人在拍
照的时候，常常遇到不会构图、角度选不
好、拍出来不理想等问题。本次活动将邀请
山东老年大学资深摄影师为老年朋友带来
通俗易懂的摄影课程。摄影老师将从如何
构图、怎样选择拍摄角度、如何摆POSE等
方面，教大家掌握拍摄要领，学会拍出美图
的技巧。

【参与方式】：
1、下载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 齐鲁

壹点，在情报站发
送情报，参与#老年
摄影课堂开课啦，
快来报名吧！#+文
字 /图片上传即可
参与。

2、电话报名：
0531-88810555

3、扫码入群了
解详情。

老年口腔健康体验团来啦！
敬老爱牙礼包等您拿

◆医养联合体地址：

济南市槐荫区西十里河北街81号

◆住院专线：0531-89252339

联系人：戚利华15269129970

◆养老专线：0531-80987780

联系人：方院长13325122259

学防治宫颈癌知识，还能抽红包啦

扫码看直播 扫码答题领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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