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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

过去五年，北京已建立
并逐步完善“职工 + 居民”
的社会保险体系， 通 过医
药分开综合改革， 超过
3700 所 医 疗 机 构 的 以 药
补医机制不复存在 ， 看 病
用 药 报 销 达 3000 多 种 药
品， 门诊特殊病范 围 扩 充
到 11 种，年底前 186 万农
村居民将统一纳入城乡居
民社会保险， 实现 持 卡 就
医实时 结 算 …… 通 过医 联
体和分级诊疗，患者集中大
医院看病难的困境得到了
改善和缓解。
截至 2016 年底， 全市
户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
到 82 岁。 未来三年本市居
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将达到
40%以上，越来越多的福利
保障还将覆盖更广的人群。
如今，全市 16 个区 180 所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了“先诊疗、后结算”的服务新方式。

故事讲述

全景素描
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北京市自 1994年开始建立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2012年以
来，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
已由 2773元 / 月提高到 3770元 / 月。

大病村民获保障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连续实施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正常
调整机制，每年平均增幅 10%以上，目前
基础养老金达到 610元 / 月，福利养老

金 525元 / 月，受益人群约 85万余人。
工伤保险方面，伤残津贴、供养亲属
抚恤金和生活护理费月人均分别为 4387
元 / 月、2169元 / 月和 2770元 / 月。

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
2013年－2017年 7月，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 201.9万人，促进城乡劳动者
就业 103.99万人，帮扶城乡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 68.9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一直控制在 1.5%以内。

据悉，本市已形成完善困难等级评
估、专人全程跟踪服务相结合的精细化
服务模式，帮扶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6.9万人，低收入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
1.5万人。同时，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力
度，全市培训各类劳动者 28.1万人次。

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格局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源。在不
断调整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管理
制度的基础上，本市不断扩大就业促进
政策的惠及范围，拓展政策内容，提高
政策标准，目前促进就业政策享受范围
已扩大到所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有

不再以药补医费用近零增长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自
2012年开始实施的市级医院医药分开
改革，开辟了全国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改
革先河。今年 4月 8日北京实施医药分
开综合改革。六个多月来，总体平稳有
序，变化积极，反响良好。已完成近
9000余万门急诊和 170万住院患者的
有序服务。医疗机构的基层诊疗量、技
术劳动收入、可分配收入、医保保障和
医疗救助力度出现了“五上升”局面；药
费和药占比、二三级医院诊疗量、大型
设备检查费、医保患者负担则出现了
“五下降”趋势。

医保报销政策共为参保人员减负
2297.9万元。特别是统一了职工和居
民中精神病患者的报销标准，实行了按
床日定额付费，居民精神病患者的个人
负担由年均 1.8万元左右降至 4000元
左右。
完成新版药品目录调整，参保人员
看病报销新增近 500种药品，达到
3000多种。新纳入了通过国家谈判的
36种药品，其中有 15种是针对恶性肿
瘤治疗的靶向治疗药品。整体药品价格
平均降幅 40%，最高可达 70%。
与此同时，超过 3700所医疗机构

的以药补医机制已不复存在，新的补偿
机制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改革实施以
来，医药费用仅增长 2.4%，如果考虑到
1－8月全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1.9%的
涨幅，则医药费用接近零增长。
另外，仅药品阳光采购一项，预计
今年可节省药品费用 30亿元以上，高
于预期。全市二三级医院药占比已从
42%下降到34%。全市16个区180所政
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了“先诊疗、
后结算”的服务新方式；对 60岁以上老年
人减免医事服务费个人负担部分，已有
约 1000余万人次受益。

居民健康素养达 28%

五年来，在推进医改的同 进入了全面建设健康城市的新阶段。
时，在健康北京的建设方面全 “十二五”以来，先后颁布了《北京市控
市也在积极推进。《健康北京 制吸烟条例》、《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
“十二五”发展建设规划》颁 务条例》等法规，实施了《北京市关于促
布实施后，健康成为北京城 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北京
市发展重要目标，北京也 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

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健康城市建设
体系日趋完善。
五年来，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总
数从 2.9万人增加到 3.4万人；社区全科
医生人数由 5255人增加到 5896人。全
市居民具备健康素养比例达到28.0%。

京冀医疗协同发展成效初显

此外，按照中央部署
和市委市政府要求，五年
来，北京医疗卫生资源加快
疏解，促进均衡布局。
目前，北京市已与张家

北京晨报记者 王巍 / 摄（资料图片）

口、唐山曹妃甸、承德、廊坊、保定等签
订了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协议，北京市有
关医院支持上述五个地区 20家医院；
京津冀 132家医疗机构的 27项检验结
果实现互认，102家医疗机构的 17项影

像资料实现共享，方便了患者，节省了
费用。2016年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
院患者中，河北患者人数占比从 2013
年的 9.1%下降到 2016年的 7.5%，京冀
医疗协同发展成效初显。

本市 400万参保（合）城乡居民
中将有 2.2万名城乡大病患者受益，
将进一步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约
1亿元。
这一点，66岁的朝阳区管庄乡
东会村居民刘淑红深有感触。2015
年她总是胃部不舒服，动不动就接不
上气、前胸后背疼痛。刚开始她当成
老胃病治了半年多，还曾经怀疑是
胆结石，后来胆也摘了，才确定是心
脏的问题。去年 9月份，她在医院
接受了心脏补漏手术，2次住院花
费了 9.1万元。出院后，新农合报销
了 4.2万余元，二次报销 1200元，
朝 阳 区 还 给 了 她 大 额 补 助 5000
元。刘淑红现在盼着早一天并入城
镇居民医保，“到时不但保障待遇统
一，持卡看病实时结算我们还不用
自己垫钱了。”
北京市目前的医保有职工医保、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三种制度，基本实现了制度全覆盖。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区别在于
覆盖人群不一样，城镇居民医保覆
盖了本市城镇居民，包括一老、一小
和无业居民，实行市级统筹；新农合
覆盖的是本市农村居民，实行区级
统筹。另外，在保障待遇标准方面、
费用报销方式上，两种医保也有一
定的差异，居民医保已全部实现持
卡就医实时结算，而新农合费用报
销目前还未能全部实行持卡就医实
时结算。
据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提供的数
据显示，到今年 8月底，北京市城乡
居民养老保障参保人数为 214万人，
新农合参保人数有 186.1万人。目前
有关部门正在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医
保整合工作，逐步统一保障范围和支
付标准，最终将实现两种制度在“覆
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
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方面的“六
统一”。年底全面实现城乡居民持卡
就医实时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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