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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财政部2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工作的通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有了“新指南”。

新规将对参保人带来哪些影响？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医保专家作出解答。

7月24日下午，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托举着问天实验舱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问天实验舱大大提高了在轨航天员
的安全性，可给航天员带来更加舒适的在
轨生活体验。

“备份”多、可靠性强：
在轨航天员更安全

问天实验舱是我国空间站的首个实验
舱，其平台功能与天和核心舱互为备份，
关键平台功能一致，也就是说，在天和核
心舱“想休息”时候，问天实验舱也能顶
上，“带你一起飞”。

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与天和核心舱节
点舱相互备份，包括航天员系统的舱外服
支持设备之间也相互备份，更大程度上提
高了航天员出舱活动的可靠性以及航天员

的安全性。

空间大、保障多：
航天员生活更舒适

问天实验舱舱体总长 17.9 米，直径
4.2 米，发射重量约 23 吨，是迄今为止我
国最大最重的航天器。舱内设有3个睡眠
区、1 个卫生区。完成对接后，床位数
增加到 6 个，中国空间站将更加温馨舒
适。

同时，航天员中心在问天实验舱配备
了丰富的乘员产品，包括太空厨房、充电

类的设备等。问天实验舱上行以后，加上
天和核心舱已经配备的一套太空厨房，在
轨就有两套厨房设备，给航天员的生活带
来很大的便利。另外，问天实验舱又上行
了一套充电装置，与天和核心舱配套的一
台充电装置一起，可为航天员的生活带来
更多便利。

住新舱、增科学实验：
在轨任务更饱满

进驻问天实验舱后，航天员要进行物
资搬运、生活环境布置、科学实验准备、

出舱活动准备等忙碌的工作。
根据空间站三舱空间科学任务功能规

划分配，问天实验舱以生命科学和生物
技术研究为主。问天实验舱装载了8个实
验机柜，这次设置有生命生态实验柜、
生物技术实验柜、低温存储柜、变重力
科学实验柜等 4 个科学实验柜和 1 个科学
手套箱，为后续预留了3个空置的科学实
验柜。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要陆续开展
更多空间科学实验，在轨任务会更加饱满。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5日电）

在轨更安全 生活更舒适 任务更饱满
——航天员迎来三大改变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从26日召开的
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民政部等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志愿服务工
作指引》，要求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的志愿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要全面纳入社区统一调度和使用。

据了解，工作指引对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工
作原则，平时准备，应急状态下的任务、方法、流程
及保障等进行了具体指导，帮助社区进一步提升动
员、组织、使用、管理志愿者的能力，更好发挥志愿
者在社区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
波在发布会上解读工作指引时强调，除了要坚持统一
领导、统一调度外，希望各社区坚持以社区工作者带
志愿者、志愿者帮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壮大社区防
疫力量，引导志愿者在社区工作者的带领和指导下有
序开展各类服务。

强化对志愿者的关爱保障，是激发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参与热情的内在要求。李波表示，基层党委政府要统
一协调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交通、就餐、保险等保障，
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要统筹安排好志愿者的防疫物
资，落实防护措施和安全培训，合理安排志愿者的服务
岗位和服务时间，避免志愿者长时间高负荷工作。

民政部——

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
纳入社区统一调度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为持续做好母乳喂
养宣传教育，加强母乳喂养咨询指导，构建母乳喂养
支持环境，推进 《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2021—
2025年）》的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关于
开展2022年世界母乳喂养周活动的通知，要求提升
基层婴幼儿营养喂养咨询指导能力。

母乳被认为是婴儿理想的天然食品，科学进行母
乳喂养，事关母婴共同健康。

第31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即将到来。今年的活动
主题为“母乳喂养促进 健康教育先行”。旨在推动全
方位多层次大力开展母乳喂养宣传教育，突出健康教
育和社会支持对促进母乳喂养的重要作用。

围绕提升基层婴幼儿营养喂养咨询指导能力，通
知指出，各地要尽快启动实施婴幼儿营养喂养咨询指
导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以婴幼儿营养喂养知识和技能
为核心，以县、乡、村为重点，开展基层儿童保健人
员培训，科学规范提供婴幼儿营养喂养科普知识和咨
询指导服务。各地要完善母乳喂养咨询指导服务网
络，不断提高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提升6—24月
龄婴幼儿辅食添加种类合格率和辅食添加频次合格
率，改善婴幼儿营养和健康状况。

提升基层婴幼儿营养
喂养咨询指导能力
国家卫健委印发相关通知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6
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
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2年7月26日24时起，国
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00元和290元。

这是今年以来我国第四次下调汽油、柴油价格，
也是继6月28日以来连续第三次下调，折合每升下调
不到0.3元。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三次累计每吨分别
降低980元和945元。

本轮油价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辆出行成本，
按私家车50升的油箱容量估测，调价后加满一箱油
将少花11元左右。同时，物流运输成本也将降低。

汽油 柴油价格再下调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共和党议员25日在国会参
众两院发起立法提案，寻求将民航飞行员的法定退休年
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以期缓解航空业人手短缺问题。

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今后四年将有1.4万名飞行员不得不退
休，“是时候调整（退休）年龄了”。

提案要求65岁以上飞行员每六个月接受严格体
检，以确保飞行安全。格雷厄姆提到，美国2007年把
飞行员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至65岁，“天也没塌”。

按照他的说法，飞行员推迟退休将有助于化解当
前航空旅行拥堵难题。

美国支线航空协会欢迎这项立法提案，称飞行员
短缺已经导致500架飞机停飞，导致“315个社区失
去航空服务”，并引发连锁反应。

民航人力吃紧
美拟议飞行员延迟退休

无论是新增备案人员种类、扩大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还是设置备案有
效期、开通线上办理备案服务，最大程
度保障参保人外地就医的权益成为新规
最大亮点。

“让群众办事办得简简单单，就医
结算结得明明白白，就是初衷。”隆学文
说，试点初期，异地就医结算政策解决
的是从“无”到“有”，随着直接结算试
点不断扩围，新政策就要解决从“有”
到“优”，让更多老百姓出门在外也能放
心看病。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跨省异地就
医业务，通知明确将建立就医地与参保
地协同处理问题的机制，提高地区间问
题协同处置效率，同时推进医保政策、
停机公告等信息共享。

针对跨省异地就医参保人员出院自
费结算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可以按
参保地规定申请医保手工报销。并依托定
点医药机构上传自费人员医疗费用信息，
探索提供跨省手工报销线上办理服务。

“这些举措都是为老百姓着想，尽
可能方便群众在外就医。”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医保物价办主任鲁蓓说，
出台统一的跨省异地就医政策，搭建
国家信息平台，也将精简医疗机构结
算工作，提高异地患者医保费用结算
效率。

《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经办规程》 同步印发，对就医管
理、预付金管理、医疗费用结算、审核
检查等内容进行规范。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为区分参保人员外出就医类型、医
保享受待遇，引导合理有序就医，医保
对外出就医人员实行备案管理。哪些人
可以申请异地就医备案？备案需要哪些
材料？结算费用有哪些扩围？这些都能
在新规里找到“答案”。

新规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政
策，异地就医备案人员范围拓展到跨省
急诊人员和非急诊且未转诊人员。除了
异地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备案，无需提
交材料以外，其他人员均需提供的有医
保电子凭证、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
卡，备案表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这表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已经扩
围至每一名有外出就医需求的参保人。

中国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王震认为，新规从参保人在外就医的实

际需求出发，统一异地就医备案政策、
精简办理流程等，这对破解群众异地就
医堵点、难点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新规对备案
有效期进行统一，在有效期内，参保人可
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服务，
并可以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将急诊抢救费
用、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疗购药费用、符
合就医地管理规定的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
用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同
时，允许参保人员在出院结算前补办异地
就医备案并享受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目前，所有统筹地区开通了在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
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等线上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服务。

截至2022年6月底，住院、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统筹地区实现全覆盖，全国3529家跨省联网定
点医疗机构开通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
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
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近年来，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负责人隆学文
介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地方在备案管理、就医
管理、支付范围、支付政策等方面差异化凸显，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异地就医的体验感受。

聚焦群众异地就医的急难愁盼，新规对以往政策
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整合，着力破解备案人员范围窄、
备案时限短，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不

能双向享受待遇，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后报销
比例偏低等问题。

新规明确提出，在2025年底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率提高到70％以上，普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
构数量实现翻一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将逐步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等。

此外，针对备案管理、支付政策、结算流程、资
金管理、基金监管等重点领域，通知制定并形成全国
统一的规范框架与界定。

隆学文说，新规统一了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
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执行“就医地目录、参
保地政策”基金支付政策，“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卡
就医”异地就医管理服务流程。

让参保人异地就医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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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
家医保局、财政部 26 日发布 《关
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深
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改革，破
解异地就医备案不便捷等堵点、难
点问题。

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
算，是完善医保制度、解决人民群
众突出关切的重要改革举措。

通知明确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十四五”的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
度体系和经办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健
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支撑
作用持续强化，国家异地就医结算
能力显著提升，住院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率提高到 70％以上，普通门
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实现
翻一番等。

通知对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
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等政策进
行统一，明确跨省直接结算时原则
上均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
策”基金支付政策；“先备案、选
定点、持码卡就医”异地就医管理
服务流程；“先预付、后清算”异
地就医资金管理要求等。

通知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
政策，包括异地就医备案人员范围
拓展到跨省急诊人员和非急诊且未
转诊人员；统一备案有效期，有效
期内参保人可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
享受直接结算服务；支持参保人员
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等。

此外，通知规范了定点医疗机
构直接结算服务范围，将急诊抢救
费用、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疗购药
费用和符合就医地管理规定的无第
三方责任外伤费用纳入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范围。允许参保人员在
出院结算前补办异地就医备案，并
享受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在协同业务方面，通知对经办
机构跨区域协同流程进行规范，建立
就医地与参保地协同处理问题的机
制，提高地区间问题协同处置效率。

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及
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确保 2022
年 12 月底前同国家政策相衔接。
相关政策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正
式实施。

着力破解异地就医结算堵点、难点11

异地就医结算有了“新指南”22 最大程度保障参保人权益33

《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将对每一
名有外出就医需求的参保人产生重要影
响。图为医护人员在调试设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于7月27日再入大气层。
记者26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前期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的天舟三

号货运飞船完成了既定的空间技术试验，按计划于7月27日受控再入大气层，少量
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今日再入大气层

26 日，参展商在整理展品。当日，2022 年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正式对外开放。本届消博会分为国
际国内两大展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参展品牌超过
2800个。 （新华社发）

天 舟 三
号货运飞船
撤离空间站
组合体。这
是天和核心
舱外景相机
实时图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