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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是#$岁高龄的陈在谦老人"从
广州市某政府机关已退休%!多年"前些年
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陈大爷跟老伴儿到
老家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开始过晚年生
活# 陈大爷的身体一向健朗"但是今年&月
却因为冠心病而住院#

$花了差不多'万块钱的医药费"自费
的才()))来块钱" 自费的那份我们掏了"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陈大爷的儿媳妇王
女士乐呵呵地说"在没有办理异地就医结
算之前"陈大爷生病住院结算后"都要把
报销凭据邮寄到广州的亲戚"拜托亲戚帮
陈大爷报销% 费心费时不说"还总是欠人
情% 海南与广州实现异地就医结算后"陈
大爷犹豫了一年的时间"担心报销的过程
很繁琐"可没想"这次住院发现很方便%

对于陈大爷的异地就医结算手续的
办理" 王女士用了三个字来形容'$很顺
利&% 在广州那边"陈大爷的亲戚首先到广
州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填写$异地就医
申请表&"领取(异地就医告知书!% 在海口
这边"王女士到省社保局核查)登记并领
取(异地就医证!"紧接着便在海南省*&家
就医指定定点医疗机构中选中了海南省
人民医院)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和解放军
第*#+医院" 到这三个医院的社保窗口盖

个章"几个电话就搞掂%

$其实就是盖'个章%我开着车"一个多
小时就把海口这边要办的流程都走完了%&

王女士说" 要是能早日实现医疗全国漫游
就更好了%

据悉" 从&,-!年.月.日我省正式启动
异地医疗结算业务"两年多的时间内"我省
先后与/省份的."个统筹地区签订了异地
就医结算合作协议"这/省份的."个统筹地
区分别是广西)贵州)山西)黑龙江)吉林)甘
肃省本级)天津)广东广州)辽宁沈阳)南宁)

柳州)桂林)大庆)佳木斯)伊春)长春市%

凡是符合以下三种条件当中一种的"

就可以到海南省社保部门办理异地就医结
算' 一个是按照规定办理了异地安置手续
且户口已经迁移到安置地的异地安置退休
人员* 二是在参保所在地外居住六个月以
上的退休的人员和公派三个月以上的从业
人员* 第三种是因病经参保地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批准转诊的人员%

异地就医结算如今越来越受老百姓的
欢迎%统计显示"&,..年在我省发生的省际
异地就医人数与刚启动的&,.,年相比"增
长了'倍多"达到了'+,,多人次"其中住院
+0,人次"统筹基金支付费用#&,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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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有居民医保给我报销这么多
钱"估计也熬不到今天了%&'月-+日"家住海
口龙华区盐灶廉租房小区的重度残疾人并
患血友病的阿武+化名,说"政府在这些年
来"不断加大民生投入"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据阿武母亲介绍"&,-,年-,月&-日"阿
武因血友病和肾结石"住院接受治疗% +个
月的治疗"阿武治病的花费已高达-'万元%

出院不久" 因为摔伤" 阿武先后两次再住
院"又花了&万多元%

对于原本就很拮据的家庭来说" 这笔
医疗费用无疑是天文数字%不得已"阿武和
母亲想方设法向政府部门求助% 据阿武介
绍"多次入院治疗"在医药费方面"第一次
向有关部门申请报销了-,万元左右" 由于
花费大"又再次申请'万元左右%

除了得到居民医保的帮助" 龙华区民
政局也送来了$及时雨&%$补助金第一次申
请批下来0,,,元"第二次又申请#,,,元% &

阿武的母亲感激地说%

据了解"为鼓励阿武积极接受治疗"同

时缓解他家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 海口社
保部门与医院携手共同帮助他共渡难关%

阿武患血友病医疗费超出海口市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基本封顶线+-,万,的部分"海口社
保部门考虑到他的家庭状况"从居民医保基
金为其二次报销了'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

共为他报销了-'万医疗费用% 此外"龙华区
民政部门也给予-1.万元的补助金% 海口人
民医院为其减免了数万元的医疗费用"海口
其他两家医院均减免了阿武住院和特病门
诊报销以外需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阿武说"因为是低保"当时办理医保也
是不用掏一分钱%而因他患有血友病"现在
社保部门为其办理特殊门诊手续后" 每个
月报销')))余元的医药费% 目前阿武仍定
期要接受凝血因子注射治疗" 病情相对稳
定%

事实上" 我省从&))+年启动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以来" 全省城
镇居民医保&).&年参保人数达到."+万
人"阿武只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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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这么老了"还能领到政府
发的钱"真是高兴% &'月."日"海口
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博东社区的唐进
男和唐人表"两位老人手里拿着(海
南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存折!

欣喜地告诉记者%

去年'月份"#0岁的唐进男和#&

岁的老伴唐人表" 领到了第一笔养
老金% 唐进男的小女儿唐才强告诉
记者"父母现在每月每人能领到.0)

元%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做子女的
负担%

唐才强说"一直以来"父母都是
靠#个子女供养" 没想到在#)岁后"

还能享受到政府这么好的政策% 当
子女的也感到开心%实际上"两位老
人更是打心眼里高兴%$政府牵挂着
百姓"我们感触很深"每月领到的养
老金"就是实实在在的民生% &唐进
男老人说%

为展示家庭的幸福" 唐人表老
人还拿出家里的一张全家福让记者
看%唐人表告诉记者"他们是四世同
堂"现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他俩
老人操心了"领养老金时"就叫儿子
去带领%

$缴费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特
殊群体"比如说是低保)残疾人)重
点优抚对象"这是由政府来代缴"他
们一分钱都不用交%&龙华区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

唐进男和唐人表是属于年满")周岁
的情况"不用交钱"每人每月能领到
政府发的.0)元%

据悉"&)..年(月我省下发了
(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建立了我
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月
起在海口)三亚)儋州进行试点"+月
起在全省全面实施" 比国家计划提
前了.年%截至&).&年0月"全省参保
人数达到&(1&"万人"领取养老金人
数'1/(万人%

而今年" 国务院已将我省除临
高)澄迈)海口市+龙华)秀英)琼山,

三个区以外的其他."个县+市)区,

纳入国务院新型农村社会和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
出台" 标志着我省养老保险在制度
上实现城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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