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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三级医院门诊量减少超一成
医改半年主任号就诊人次降幅超两成 医药费用增长创近 17 年最低
今年 4 月 8 日开始，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六个月
来，参加改革的 3700 多家医疗机构，完成门急诊量 1 亿多人次，
190 多万住院病人治疗。 改革以来，三级医院门诊量减少超一成，
主任号就诊人次降幅超两成。 医药费用增长创下了近 17 年来的
最低，涨幅不足 2%。

主任号就诊人次降幅超两成

昨日，北京晨报记者从市卫
计委了解到，根据最新的监测显
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三级、二级
医院门急诊量分别减少 11.5%和
3.9%，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增加 14.7%，城区部分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诊疗量增加 20%
以上。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步分
流到基层机构，扭转了十多年来

基层诊疗量占比下降的局面，大
医院人满为患的状态得到有效
缓解。
此外，门急诊副主任、主任医
师号就诊人次分别减少 8.5%和
21.7%，看专家难的问题也有了缓
解，医患沟通交流时间得以延长，
有限的专家名医资源能更好地服
务于危重急难患者。

医药费用增长创近 17 年最低

半年来，扣除 CPI影响，医
药费用增长不足 2%，为 2000年
以来费用增幅的最低期，累计节
约医药费用 44亿元。药品阳光
采购金额累计 298亿元，共节省
药品费用 24.4亿元，药品阳光采
购带来的价格平均下降达 8.2%，
仅此一项，预计今年可节省药品
费用 35亿元左右。
同时，二、三级医院药占比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42.6%下 降 到
34.5%。门急诊次均药费与去年
同期相比三级医院减少了 8.4%，
二级医院减少了 9.6%，一级医院
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6.9%；
住院例均药费三级医院减少了
18.1%，二级医院减少了 15%，一
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
少了 17%。

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通
过取消以药补医机制，设立医事
服务费和规范 435项医疗服务
价格，建立了新的补偿机制，公
益性得到加强。
监测表明，医事服务费可置
换原来的挂号费、诊疗费、药品加
成收入，医疗机构收入在总量基
本稳定的情况下，结构得以优化，
含金量提高。与去年同期相比，医
疗机构可支配收入总体上趋势良
好，新的补偿机制有效支持了医
疗机构平稳运行，医疗机构对药
品收入的依赖机制不复存在。
另外，改革以来，城乡基本医
疗保险患者个人负担总体平稳。
社会救助对象门诊、住院和重大
疾病救助人均负担 均 减 少 了
30%左右。

1200 余万人次减免医事服务费

目前，全市十六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有 180家实施了“先诊
疗、后结算”服务方式。对 60岁
以上本市老年人减免医事服务
费个人负担部分，六个月累计减
免 1200余万人次。高血压等慢
性病的 105种常用药品配送到
位，开出两个月药品长处方 1.4
万余张，减少了患者往返开药的
次数与时间，重点人群家庭医生
签约率超过 80%。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近日在北京二、三级医院中对患
者开展的独立调查显示，91.7%

的患者支持改革，82.2%的患者
认为医改有利于分级诊疗，
83.8%的患者对医疗收费持肯定
态度，90%以上的患者满意就医
状况。
此外，此次本市规范了 96
个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更
好地补偿了服务成本，体现了
中医劳动价值。针灸、推拿服务
等中医药特色项目有了更好的
支撑基础。医疗服务项目和收
费，使儿科、妇产科、护理、精神心
理、传染等部分短板专业得到发
展支撑。 北京晨报记者 徐晶晶

新街口利用空地建起球场和公园

家门口到“森林” 步行只要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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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崔

家住西城区新街口航空胡
同的吴阿姨一改多年的老习
惯，每天不再着急忙慌地带着
小孙女奔后海去了，因为新落
成的“新街口城市森林公园”就
在家门口，景色比后海还美。
“以前可不敢想。新街口这里没
有这样的地方，最近的也得到
后海，来回得走 40分钟。”
这片森林公园刚刚开放一
个月，已然成为孩子们嬉戏玩
红）

票价 5 元

持 IC 卡刷卡及各类免票证件无效

北京晨报讯 （记者 曹晶瑞）

香山红叶节将于 10月中旬开
幕。为方便市民前往香山地区观
赏红叶，10月 14日起，公交集团
将在红叶节出行高峰日，即 10
月 14日至 11月 5日期间的周
六、日开通地铁北宫门站至香山
的节假日专线。
线路将从地铁北宫门站直
达香山景区，中途停靠香泉环

岛、卧佛寺。地铁北宫门站营
业时间为 9时至 11时 30分，
发车地点为地铁北宫门公交车
站 （西行）。香山站营业时间：
13时 30分至 15时 30分，发
车地点为香山 公 交 车 站（563
路）。乘客使用定制公交 APP
可购买电子车票，票价 5元，
持 IC卡刷卡及各类免票证件
无效。

举办了多场足球比赛和全民健
身活动，参与人数达到 3万人
次，颇受周边百姓喜欢。
此外，新街口街道还利用
1万余平方米的危改拆迁临时
空地建起了“新街口森林公
园”。走在森林公园，树叶要么
金黄要么火红，已是一片秋
景，园内原有的枯叶都得以保
留，修饰成为树桩座椅或小型
动物栖息地。“这里体现了森
林的物种多样性功能，以种植
蜜源和浆果类植物为特色，吸
引鸟类昆虫聚居，为小型哺乳
动物、鸟类、昆虫提供食物来
源；同时栽植特定类型乔灌
木，为鸟类提供筑巢环境，形
成一处类型丰富、妙趣横生的
城市森林。”西城区园林绿化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崔红 / 摄

城管严查餐饮企业燃气安全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静

香山红叶节公交专线周六开通

耍，街坊邻里聊天的自家花园。
据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介绍，桃
园小区二期危改拆迁正在进
行，在危改拆迁的过程中出现
了许多临时空地，街道联合产
权单位，采取“以用代管”方式，
让临时空置土地“活起来”。不
仅建了森林公园，还建了社区
足球场。
考虑到辖区居民缺少运动
空间，临时空地首先被开发成
“新街口足球场”，目前已建成
一个七人制足球场和两个五人
制足球场，总面积约 3600平方
米。足球场非常专业，踩上去，
草地十分柔软，摔倒也不必担
心受伤。由于暂时没有比赛，在
七人制足球场上，老年舞蹈队
在练舞；五人制足球场上，太极
拳课程正在教授中。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球场建成后，先后

日前，丰台城管在全区范
围内对餐饮企业的燃气安全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全面排查
安全隐患，对存在的问题责令
企业立即整改，并对其复查。
前天上午，城管队员检查角门
北路大鸭梨烤鸭店时发现其
燃气间堆满杂物，存在隐患，
责令其立即整改，并于近日进
行复查。
10月 11日上午 9点半，
马家堡执法队来到位于角门北
路的大鸭梨烤鸭店对这里的燃
气安全和餐厨垃圾管理进行检
查。执法人员先后检查了燃气
姝）

报警器和燃气探测器，均未发
现问题。
接着执法队员对燃气间进
行检查，刚一开门就发现燃气
间内堆放着各种杂物，好几个
纸箱直接堵住了设备前的路，
每个纸箱内又有用泡沫膜包裹
的盘子。工作人员称这些都是
临时存放在这里的，并表示会
马上清理。据执法人员介绍，根
据相关规定燃气间内不能摆放
任何杂物，尤其这些都是易燃
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他们
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责令其立即整改，并于近期进
行复查。

随后，执法人员又对辖区
内的其他餐饮企业进行检查。
据马家堡执法队教导员李岩介
绍，本次检查大多数企业都能
按照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对于
个别企业存在燃气间乱堆物
料，液化气瓶超量存储等问题，
将逐一要求企业进行整改，并
进行复查。
自 10月 1日至今，共检查
餐饮企业 1200余家次，责令整
改 50余家次。下一步，丰台城
管将继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从严查处燃气安全，遇到问题，
及时要求相关企业整改，并对
其进行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