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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施行医保异地就医管理新政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刘 睿） 1

月5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满

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

民群众异地办事需求，从1

月份开始，内资企业、外资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变更、

注销登记，内资企业和外

资企业分支机构的设立、

变更、注销登记，营业执照

遗失补领、换发，国产保健

食品备案，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核准，特种设备

生产单位许可，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

等17项市场监管政务服务

事 项 可 以 申 请“ 跨 省 通

办”。

据介绍，进一步优化

企业开办服务和实现高频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跨 省 通

办”，是进一步落实“放管

服”和商事制度改革的务

实举措，是畅通“双循环”、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

支撑，是加快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的现实需要。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召开了协调会议，印发

了政策文件，明确了具体

要求，健全了工作机制，完

成了相关系统改造升级，

具备了启动实施条件。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学

博） 记者从自治区医疗

保障局了解到，1 月 1 日 1

时 20 分，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医院使用国家组织冠脉

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

品成功实施了全区首例冠

心病介入手术治疗，这也

意味着国家组织冠脉支架

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

我区顺利落地实施。自此，

冠 脉 支 架 迎 来“ 千 元 时

代”，全区广大冠心病患者

都将能用得上、用得起冠

脉支架。

据了解，国家组织冠

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深化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和治理高值医用耗

材的重大决策部署。2020

年 11 月 9 日，国家组织冠

脉支架集中采购中选结果

公布，8 家企业的 10 个产

品入围，支架价格从均价

13000元左右下降到700元

左右，中选的基本上都是

医疗机构临床常用的主流

产品，覆盖医疗机构意向

采购量的 70%以上。本次

采购中，我区共有 80 家医

疗机构参加，与 2019 年相

比，相同企业相同产品的

价格平均降幅为 93.65%，

中选产品可满足75.93%的

医疗机构申报采购意向需

求。

为确保冠脉支架集

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

我区顺利实施，去年 11 月

以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积极开展了宣传引导、挂

网中选产品、召开生产企

业与医疗机构对接会、推

进建立采购配送关系、签

订采购协议、对采购配送

情况进行调研督导等工

作。同时，按照国家要求，

及时印发《关于落实国家

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

采购和使用工作的实施

方案》，明确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国家组织冠脉

支架集中帯量采购中选

结果。目前，根据督导日

报告情况，全区各盟市冠

脉支架集采中选结果落

地工作正在平稳有序推

进。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学

博） 为方便参保人员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规范异

地就医管理，结合自治区

实际，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财政厅于日前联合制定了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医疗

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办法》，

该办法自1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异地就医

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在本统筹区以外（不包

括境外）地区的就医购药。

按照异地就医发生地划

分，异地就医分为三大类：

内蒙古自治区参保人员区

内跨统筹区就医；内蒙古

自治区参保人员跨省就

医；外省（市、区）参保人员

到内蒙古自治区就医。参

加自治区基本医疗保险的

下列人员，可以申请办理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其中

长期异地人员包括：异地

安置退休人员（指退休后

在异地定居并且户籍迁入

定居地的人员），异地长期

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

人员；异地转诊转院人员

指符合参保地转诊转院规

定的人员。符合异地就医

申请条件的参保人员，需

按照参保地规定办理异地

就医备案。异地就医经办

机构应加强政策宣传，依

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结

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限制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

在异地就医费用结算

方面，办法明确，异地就医

人员备案后，所发生的异

地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

地政策”；办理手工报销执

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

策”。自治区参保人员在区

内跨统筹区异地就医定点

医药机构门诊就医、购药

时，可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或全国统一标准的社会保

障卡支付，无需办理异地

就医备案手续。

冬季保供
进行时

1月5日，中国石油天

然气销售内蒙古分公司员

工正在检测天然气存储设

备。随着天气逐渐寒冷，我

区冬季民用天然气供应压

力骤增。据了解，2020年冬

季，我区民用天然气供应

量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了

30%，11 月初到现在，中国

石油天然气销售内蒙古分

公司释放天然气资源量达

到2208万方/日。为保障区

域内供气平稳有序，确保

居民温暖过冬，中国石油

天然气销售内蒙古分公司

正在全力做好天然气资源

供应。

摄影/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牛天甲

3家单位6名个人
获评科普工作全国先进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记者昨

日了解到，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近日下发《关于表彰全

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对2016年以来

在科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183个单位授予“全国科普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288名个人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

者”称号。其中，内蒙古3家单位和6名个人获得荣誉称号。

据介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农村牧区广播绿野之声、自

治区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和自治区科技厅政策法规与监

督处3家单位获得“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自

治区公安厅郑建军、内蒙古日报社白莲、自治区火炬高技

术产业开发中心姜宝林、扎鲁特旗科协特格希、巴彦淖尔

市科学技术局许勇和赤峰市科技局王莉烨获评“全国科普

工作先进工作者”。

据了解，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围绕“抓主题、突特

色”，结合群众关心关注的科普内容，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科普方式，每年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组织开展

了“科普活动宣传周”“全区科普讲解大赛”“科学之夜嘉年

华”“科学实验展演会演”“优秀科普作品征集”“科普分队

盟市行”“科普微视频大赛”等重点示范活动，推动科普活

动品牌化、社会化和群众化，以增进公众对科技知识的兴

趣和理解，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

下一步，自治区科技厅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资源优

势、人才优势，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在科普工作中做出新

的成绩，让科学普及工作惠及更多的公众。

小寒胜大寒 我区局地气温创新低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1月5日

迎来小寒节气，小寒最大的特点就是寒冷，民间有谚语称

“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小寒当日内蒙古的

天气也很应景，受冷空气影响，5日起未来3天，全区大部

将迎来严寒天气，局地气温创新低。

据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显示，受较强冷空气影响，5日

起未来3天，内蒙古西部偏东、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气温将

下降6~8摄氏度，其中，中部偏东和偏南、东南部偏西地区

气温下降8~10摄氏度，局部气温下降10摄氏度以上可出

现寒潮天气，伴有4~5级短时6级西北风。同时，中部偏东

和东北部地区有分散的小雪。

6~7日两天，全区大部气温下降，最低气温在零下20

摄氏度以下，迎来严寒天气。其中，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

乌海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赤

峰市、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最低气温可达零下25摄氏

度以下；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

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兴安盟西部、

呼伦贝尔市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以下；锡林郭勒

盟北部、赤峰市西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

南部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5摄氏度以下，部分地

区气温将再创今冬新低。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天气过程主要特点是降温范围

广、风力较大、持续低温。

17项市场监管政务服务事项可申请“跨省通办”

我区迎来冠脉支架“千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