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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提高全省医保待遇水平

2022年，山东省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和个人缴费分别由580元、320元提
高到610元、350元。全省16市全部建立职
工、居民门诊统筹制度，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不低于50%，职工普通门诊封顶线平均
达到1500元，居民统一提高到不低于200
元。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政策范围
内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制定全省
统一的门诊慢特病基本病种和认定标准，
将恶性肿瘤、血液病、心脑血管疾病等48个
门诊花费多、人群覆盖广的疾病纳入保障
范围。在已实现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
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启动居民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全省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
3852万人，稳居全国第一位。

全省16市全面优化城市定制型商业医
疗保险，将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及医
保目录外药品、罕见病特效药、省内创新药
等纳入保障范围，惠及全省1565万名群众。
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二孩
住院分娩医疗费用医保支付不低于1500元、
三孩不低于3000元，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二孩
住院分娩医疗费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不低于80%、三孩不低于90%。

建立重特大疾病医保和救助制度
增强医疗保障托底功能

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

度，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
象等困难群众实施分类救助。对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大病保险年度起
付线比普通参保人员降低50%，分段报销
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年度大病保险封
顶线和大病保险特效药起付线。

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
口，医疗救助不设起付线，政策范围内个人
负担费用救助比例不低于70%，年度救助限
额由不低于1万元提高到不低于3万元。

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及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对象，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费用超过
3000元部分救助比例不低于50%。以上救
助对象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制度保障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费
用仍然较重的，按不低于70%比例给予再
救助，年度限额最高可达2万元。

纵深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益

全面实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支付方式
改革，全省实行实际付费的医疗机构超过
3000家，医疗机构覆盖率达到80%以上，超
额提前完成国家部署的40%的年度任务，
参与改革的医院次均住院费用、平均住院
日、次均个人负担费用分别下降了5 . 12%、
8 . 83%、11 . 22%，同步实施医疗机构结余

留用政策，实现了医、保、患三方共赢，山东
省DRG/DIP改革在2022年度国家医保局
评估中获得第一名。

支持紧密型医共体发展，对符合条件
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部实行医保基金总
额付费和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创新建
立国家谈判药品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双
通道”保障机制，将协议期内的275种国家
谈判药品全部纳入“双通道”并动态更新，
大大提升了谈判药品的可及性，全省“双通
道”药店已达512家，实现全省136个县(市、
区)全覆盖。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减轻群众就医购药负担

成功开展首次中成药专项集中带量采
购工作，67个药品平均降价44 . 31%，最高降
幅87 . 97%，我省集采领域实现化药、生物制
药、中成药全覆盖。成立全国首个省际中药
(材)采购联盟，牵头15个省份启动全国首单
21种中药饮片的联合采购工作。

全面落实国家集采中选结果，胰岛素、
人工关节等集采结果在我省全面落地实施，
顺利完成各批次接续采购工作，共落地执行
432种药品、18类高值医用耗材，累计减轻患
者负担和医保基金支出316亿元。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在全国率先建成全
省统一的医保短信服务平台，免费为全省参
保群众提供医保便民短信服务。推进医保服

务网络向基层延伸，培育群众身边的“明白
人”3 . 8万名，建成运行基层医保服务站点
2 .9万家，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

全面实现住院、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
省内和跨省联网结算。其中，住院省内和跨
省联网结算医疗机构达到4136家，实现具有
住院功能的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数量全国
最多；普通门诊省内和跨省联网结算医疗机
构达到5807家，实现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
覆盖；门诊慢特病省内联网结算医疗机构达
到2809家，跨省联网结算医疗机构达到456
家，比国家要求提前5个月实现每个县(市、
区)至少开通1家的目标。

全面建成全省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38
项医保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办”“掌上
办”，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达到8777万人、
定点医药机构全覆盖开通应用，激活人数和
开通医药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全面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

积极推进医保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
革，以省政府规章出台《山东省医疗保障基
金监督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山东省定点
医药机构医保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全省16市全部部署应用医保智能监控
系统，实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覆盖并加快
向基层延伸。聚焦高值医用耗材、靶向药、异
地就医等重点领域和大型三甲医院、专科医
院、民营医院等重点对象，强化基金审核稽
核和监管执法，全年共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
构66471家，暂停医保结算1355家，解除医保
协议441家，行政处罚1137家、罚款6139 . 24
万元，追回基金7 . 95亿元，移交纪检监察机
关94例，公开曝光1631家。

医保守民心 群众有“医靠”

全省16市全部建立职工、居民门诊统筹制度
医保守民心，群众有“医靠”。2022年，全省医疗保障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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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文化生活
带领残疾人走上世界舞台

积极参与重大文化活动，彰
显我省残疾人身残志坚的风采。
选派59名演职人员(其中听障演
员53人)参加北京冬残奥会开、闭
幕式演出，经过三个多月的封闭
排练，参加了《国歌》《圆舞曲》

《爱的感召》《熄火》等10个重要
环节的演出，展示了山东残疾人
艺术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的成就。制定《关于统筹
推进残疾人阅读工作
的实施方案》《关于
举办2022年全省残
疾人文化周活动的
工 作 方 案 》，举 办

“同心筑梦·悦读有
我”残疾人文化进社
区活动。选送4类8个节
目参加第十届全国残疾
人艺术汇演，全部获奖。

积极打造“黄河魂·自强梦”
品牌，联合沿黄九省区，举办黄
河流域残疾人艺术展播和《我的
奋斗故事》征文比赛活动，在线

展播
40多
个 残

疾人优
秀艺术节

目 ，观 看 量
145 . 9万人次；征文

活动得到全国关注，各省(区)投
稿200余篇，评出一等奖15篇，
二等奖25篇，三等奖45篇，优秀

奖35篇。
充分借助媒体宣传平台，举

办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山东
广播电台主持人带领大家诵读
名家名作；推荐的残疾人舞蹈节
目和戏曲节目在2022年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端上春晚播出，反
响强烈。争取中央福利彩票公益
金文化项目，安排残疾人文化进
家庭3000户，手语栏目(融媒体建

设项目)1个，文化社区项目12个。

助推残健融合
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

助推残疾人冰雪活动和残
疾人群众体育活动。深入开展

“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
季”活动，举办全省第12届“残
疾人健身周”残健融合健身活
动，残疾人代表等100余人参加
活动；举办2022年全省残疾人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培训
学员50余名；开展全省第六届
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暨旱地冰壶
推广活动，全省16市残联170余
人 参 加 活 动 ；举 办“ 爱 心 杯 ”
2 0 2 2年残健融合乒乓球邀请
赛，残疾人冠军运动员、省直机
关老干部等30余人参加比赛。

推动残疾人康复健身与社
区全民健身活动融合，加强康
复健身点建设工作，争取中国
残联支持，建立济南市天桥区
初心驿站助残服务中心、临沂
市费县梁邱镇“如康家园”等5
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示范点。

讲好残疾人故事
传播残疾人好声音

坚持强化宣传引领，讲好
残疾人奋斗不息的感人故事。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开设《走在前 开新局》
专题宣传板块，融合“自强风
采”“助残政策”“体育赛事”等
专栏，专题阅读量 1 9 1 . 7万人
次。开展“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国家残奥冰球队事迹网络分享
汇、“踔厉奋发向未来”山东残
奥运动员事迹网络分享汇系列
活动，专题阅读量 1 0 0余万人
次。与省级媒体设立“自强山东
人”“残疾人创业故事”专栏，对
贾红光、丁姣等多个优秀残疾
人事迹进行报道。

支持拍摄国内首部冬残奥
题材纪录电影《巨人隐现》，与
中国残联联合制作冬残奥会宣
传片《致敬自强拼搏的您》，在
省内外各大媒体播出。公益广
告《关爱残疾人就业 你我共
同奉献一份力量》《匠心铸就梦
想 技能成就未来》等在省级
媒体反复播出。积极联络中央
和省级主流媒体，及时对我省
残疾人事业发展成就进行全方
位、多层面的报道。全年在中央
和省主流媒体发稿件650余篇
(条)。

聚焦残健融合，共享多彩生活
省残联深入推动开展“学听跟”专项活动

2022年，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以丰富基层残疾人文化生活为抓手，开展残健
融合、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汇聚多方力量，引导带领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推动“学听跟”专项活活
动经常性、常态化的开展，团结带领残疾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022年3月4日，山东省残疾人艺术团53名

残障演员亮相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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