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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医疗
保障局获悉，为切实做好医疗保
障工作，让老百姓的治病钱用得
规范、安全，淮北市医保部门不断
深化“放管服”改革，在精简办理
材料、简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
限上下功夫，积极运用“互联
网+”思维和现代信息技术，实施
OCR医疗费用智能审核系统，提
升医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服务
新效能。

据悉，OCR智能审核系统是
一整套利用图像智能OCR识别
技术、缓解医保异地报销人工审
核及手工录入工作压力的智能分
析软件系统平台。在使用OCR

智能审核系统后，首先是将住院
汇总清单进行扫描，使其实现电
子化；然后通过智能识别和医保
目录的项目进行比对，并自动进
行审核；在形成智能审核的基础
上，再由人工进行初审和复审，确
保了审核的准确性、统一性，提升
了工作效率。

我市医保费用报销除直接
联网结算报销方式外，再就是
先个人自费，然后拿回医保窗
口进行人工审核报销。人工审
核报销方式因为基础材料电子
化程度较低的弊端，不可避免
地存在报销周期长的问题。随
着OCR智能审核系统的启用，
将有效提升医保报销质量和效
率，大幅缩短报销周期，缓解患
者医疗费用垫付压力。

本报讯 就业是民生之本，
农民工就业问题更关系社会稳
定、国计民生。今年以来，烈山
区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农民工
返乡就业工作，为农民工就业
创业保驾护航。

提升农民工技能素质，提高
就业竞争力。开展形式多样的
就业培训，邀请专家、单位技能
达人、种植能手等到区、村开展
就业培训，着力提升农民工技能
素质。

助力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
贴息贷款服务。面对创业初期
出现的政策难、资金难等问题，
组织专人到村宣传小额贴息贷
款政策，为有能力、有想法、有创
业梦想的人提供政策支持。

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
体系。积极宣传社会保险政
策，因人因地制宜，积极引导长
期在一个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参
加社会保险，引导流动性大的
农民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为他们
的工作解除后顾之忧。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医
疗保障局获悉，根据省医保局
统一安排部署，市医疗保障局
启动第二批高值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工作，此次集中带
量采购是在第一批骨科植入
脊柱类、眼科人工晶体类高值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成功
经验上的又一重大惠民举措，
涉及范围广、降价幅度大，包括

骨科关节类和心脏起搏器类
共计2类322个产品，其中骨科
关节类 240 个产品平均降幅
81.97%，心脏起搏器类82个产
品平均降幅46.75%，自2020年
12月1日起在全市公立医疗机
构执行。

据悉，自我市实施第一
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工作以来，全市高值医用
耗 材 集 中 交 易 金 额 累 计
1093.37万元，节约资金近640
万元。下一步，市医疗保障

局将强化政策宣传，合理引
导社会舆论和群众预期，通
过组织培训、丰富宣传载体
等方式提升群众对高值医用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认
同感，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改
革的社会知晓率和群众获得
感；同时加强对中选产品采
购和使用情况监测，督促相
关医疗机构落实采购任务，
优先合理使用集中带量采购
产品，保障高值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成果落地惠民。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医
院新添振幅整合脑电图设备，
进一步提高对新生儿窒息病
症的检测监护水平。

近年来，随着二胎政策
实施，高龄产妇逐渐增多，高
危新生儿、早产儿、极低出生
体重儿的比例逐年增大，新
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颅内
出血、中枢感染等可能导致
脑损伤的疾病比例也随之增
大。与常规脑电图截取短时
间内脑电活动的操作不同，
振幅整合脑电图设备可以做

到长时段在床旁监测，有利
于医生早期精确识别患儿脑
部异常和损伤程度，从而对
其进行早期干预治疗，有效
减少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的
可能。

自濉溪县医院新生儿科
成立濉溪县危重新生儿救治
中心以来，乘着濉溪县医院创
建三级医院的东风，该科室一
直在新生儿救治技术上不断
突破，今年更是先后引进床旁
颅脑超声检查设备、亚低温治
疗仪、肺部超声检查设备等，
以便更好地掌握新生患儿的
病情，对症施策，呵护其健康
出院。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民政
局不断加强流浪乞讨精神障碍
患者救治、救助和管理工作，进
一步探索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工作模式，为精神障碍患者点
亮“归航灯塔”。

以寻亲为切入点精准救助。
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搭建四级
救助网络平台，发现疑似流浪乞
讨的精神障碍病人、第一时间送
至定点医院体检救助。及时采集
DNA、照片等相关个人信息，发
送至寻亲网站,寻亲成功将由救
助机构人员安排车辆将被救助人
员送至家中，如未找到家人，在滞
留3个月后，由民政部门帮其申
请办理户籍，并纳入特困人员供
建立诊疗养。

以医疗为着力点完善保障。

确定淮北阳光心理医院为我市流
浪乞讨精神障碍病人医疗救治定
点机构，签订医疗救治协议书，明
确责任范围。定点医院按要求为
救治对象建立个人档案,内容包
括结交单、信息表、住院病历、入
(出)院手续、明细账单等。流浪乞
讨精神障碍病人诊疗、用药范围
参照现行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
疗项目、药品目录执行。

以社区为支撑点落实服务。
通过整合精神病医院、社区精神
障碍康复站等资源，搭建社区康
复服务平台。目前全市133个社
区已开展精神障碍康复服务，覆
盖率87.5%。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采取“社区康复+上门服务”形式
定期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鼓励
并组织病情稳定的精神障碍患者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提升精
神障碍群体的社会融入能力。

本报讯 为维护交通秩序
和我市的良好形象，助力文明
交通，近日，淮北交警一大队
多措并举，在全市范围内对外
卖送餐、快递行业不带头盔等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据了解，我市有美团、饿
了么、顺丰三个外卖平台，共
有外卖骑手700多名，每天活
跃在路面上的送单骑手约有
500名。临近就餐时间，各大
平台的外卖骑手们纷纷出
动。为了尽快派送订单，外卖
骑手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频
频出现，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在整治中，交警一大队结

合外卖送餐、快递行业车辆主
要活动时段，加大路面管控力
度，将主要警力部署在城区商
业圈餐饮集中地段，提高路面
见警率和管事率，严查严处外
卖、快递行业非机动车不带头
盔，骑车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骑车看手机）、不按车道行驶
等显见性交通违法行为。切
实做到“见违必纠、纠违必
处、处罚必严”，形成强大的现
场管控交通秩序的氛围。

此次整治行动，在加大治
理力度的同时，打消了外卖骑
手侥幸心理。同时，交警提醒
外卖小哥：催得紧不是你闯红
灯的理由，工作辛苦可以理
解，交通法规必须遵守，毕竟
你的身后有个家在牵挂。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市场
监管局以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
全为目标，采取“高位组织、过
程严管、风险严控、社会共治”
的监管措施，统筹做好“药”文
章，扎实推进药品安全监管。

我市成立了由市领导任主
任，市委宣传部、市卫健委、市
医保局等单位为成员的药品安
全委员会，实现了政府高位推
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的工作
机制。为保障老百姓安全放心
的用药环境，该局开展多项巡

查，结合疫情防控等工作加大
对退烧类、抗病毒、冷藏药品和
口罩等重点品种的巡查检查力
度，防止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
事故发生。

今年2月初，相山区市场监
管局接群众举报称某劳保店涉
嫌销售伪劣口罩，立即组织执
法人员实施现场检查。当场查
获涉嫌假冒“飘安”注册商标的
一次性使用口罩1万只，依法予
以扣押，按照“从重从严从快”
处置的原则立案调查，同时向
公安和检察机关通报案情。2
月 20 日移交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2 月 25 日相山区法院一审

判决陈某8个月有期徒刑、罚金
1万元。

部门联查，对药品、疫苗、
特殊药品、冷藏药品、中药饮片
等重点品种的购进渠道、验收、
贮存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持
续开展风险防控，加强对高风
险性、关注度高、量大面广的药
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和预警工
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
组织开展医疗器械、化妆品“线
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全
面、准确摸清辖区化妆品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化妆品网络
销售者底数，对在专项行动中
发现的可疑产品，开展针对性

的送检；严厉查处网络销售违
法违规行为，净化营销环境。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消费
者依法投诉举报，维护合法权
益。加大药品制假售假等违法
行为打击力度，对涉嫌违法的
予以立案查处。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
共查处药品违规行为87件，行
政处罚 36.6 万元，并移交公安
机关3起违法案件。

此外，市场监管局多举措
部署推进执业药师注册工作。
目前，我市共有执业药师 1100
人，实现每个医院、每个药房配
备不少于一名执业药师，更好

地为消费者提供处方审核与合
理用药、安全用药等药学服
务。开展执业药师“挂证”专项
整治行动，全市共检查药品零
售企业 452 家次，有 23 家药品
零售企业主动核减处方药经营
范围，114家企业主动更换注册
执业药师，进一步规范了药品
零售企业经营行为，让老百姓
用药更放心。

12月1日，烈山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保健食品市场规范整治行动，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药店、保

健食品经营店等进行检查，重点针对保健食品专区专柜、台账建立等相关情况进行规范，夯实保健

食品监管基础。 ■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张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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