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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近日，一部将视角对准慢粒白
血病患者的国产电影 《我不是药
神》刷屏，影片中的治疗慢粒白血
病的天价药物格列宁的真实原型格
列卫，也引发了诸多市民关注。记
者从宁波市医保部门了解到，早在
2015 年，我市就已将格列卫纳入
大病保险支付范围。2017 年 9 月
起，这一救命药更是进入了国家基
本医保药品目录，有了更高的报销
比例。同时，今年起，大病保险特
殊药品范围已从原来的 18 种 （其

中 3种为罕见病特殊药品） 调整为
28 种，而从本月起，我市更是通
过降低起付标准、减少补偿分段和
提高报销比例等多种措施，进一步
降低参保人员医疗费负担。

据了解，《我不是药神》 影片
中提到的慢粒白血病，是一种相对
少见的特殊病种。除此之外，还有
其他恶性肿瘤、尿毒症、血友病等
属于特殊病种。

目前在我市，已将以下八类治
疗项目纳入了特殊病种：恶性肿瘤
治疗 （指门诊就医中发生的化疗、

放疗、内分泌特异治疗、细胞免疫
治疗、同位素治疗、介入治疗；中
医药门诊治疗相关费用；门诊发生
的恶性肿瘤治疗相关的药品、手
术、检查费用）；重症尿毒症透析
治疗；器官、组织移植术的符合医
保支付范围的术后抗排异治疗；精
神分裂症、抑郁症 （中、重度）、
躁狂症、强迫症、精神发育迟缓伴
发精神障碍、癫痫伴发精神障碍、
偏执性精神病、儿童孤独症、双向
情感障碍、中重度阿尔兹海默症

（老年痴呆症） 的专科治疗；系统
性红斑狼疮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
治疗；血友病治疗；肺结核 （包括
耐多药肺结核） 治疗。

据了解，这些罹患特殊病种的
患者享有更高的医保报销待遇。办
理过特殊病种备案人员，其住院时
可免去住院起付线，在特殊病种治

疗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门诊特殊病种
治疗项目治疗发生的医疗费单独计
算，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个人承担为
8％，医保基金支付 92%；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个人承担为 20%-
30％，医保基金支付70%-80%，A
档最高支付限额25万元。

同时，据记者了解，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职工医保和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的 28 种特殊药品
费用中个人自费部分的大病保险待
遇提高。各类参保 （统筹） 人员发
生的特殊药品费用起付标准从现行
2 万元下调为 1.8 万元；起付标准
至 10 万元 （含） 部分，大病保险
支付60%；10万元以上至最高限额
部分 ［50 万元 （含）］，大病保险
支付 70%。其中 2018 年 1 月 1 日后
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新的待遇标准执
行，可追溯报销。

报销比例提高 特殊药品增至28种

我市提高大病保险待遇

哪里有空白，哪里就有“牛
皮癣”。这是网友对眼下小广告

“泛滥成灾”的一大调侃。小区
以及街头的随意涂写，严重影响
着宁波的城市文明形象。在中国

宁波网民生 e 点通问政平台上，
如下十处“牛皮癣”的投诉已被
逾万人次围观。

关于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均
已作出回应，并承诺：准备清
理，或正在抓紧清理，或已加快
清理，或将会清理。那么，实际
效果如何呢？下周，记者将实地
跟进，并请广大网友共同监督。

十处“牛皮癣”网上被围观
家园文明岂容如此“涂鸦”

4.镇海第二医院公交站

市民巡防员“梓荫山1960”：车站简陋、窄小、逼仄。环境又脏又
臭，周围布满“牛皮癣”，见了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镇海区：将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5.中兴社区

编号为“51949”的网友：东柳街道中兴社区居民2000多户，每户居
民门口被喷小广告几十个！

鄞州区东柳街道：社区已联系物业公司抓紧清理中。

6.前莫家巷

编号为“50522”的热线网友：前莫家巷34号楼的楼道里有大量小广
告，社区只刷到2楼，3楼和4楼都没有刷。

海曙区西门街道汪弄社区：目前清除楼道“牛皮癣”工作仍在继续进
行，因进度不一，给居民造成困难。后续会加快“牛皮癣”清除工作。

7.联心菜市场

市民巡防员“淡然”：鄞州区联心菜市场的厕所，小广告每个便门上
都有。

鄞州区商务局：我们将继续督促联心菜市场做好清洁卫生工作。

8.兴裕新村

网友“九久酒666”：鄞州兴裕新村小区“牛皮癣”广告屡禁不绝。
鄞州区中河街道：兴裕新村内公共区域卫生问题等已经反馈给物业，

物业表示近期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1.庄洪路

网友“HONG0721”：江北大道附近的庄洪路，好好的道路咋变
成了“僵尸车”停车场？看到这么多的“僵尸车”和“牛皮癣”广
告，真是触目惊心啊！

江北交警大队：该道路为工业园区道路，管辖单位为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目前，我们已积极配合区管委会、城管及相关部门做好车辆
清理工作。

（网友“HONG0721”提供）

9.甬兴新村

网友“FHHJJC”：中河街道
甬兴新村楼道墙壁、楼梯上全是小
广告电话号码。进入楼道内无法想
象我们是生活在宁波这个文明城
市。

鄞州区中河街道：小区楼道内
“牛皮癣”等问题一直是头疼的问
题，特别是我们老小区防盗门没上
锁的，这次我们小区防盗门更换以
后将对楼道里“牛皮癣”小广告统
一清理干净，给居民一个清爽的生
活环境。

（网友“FHHJJC”提供）

10.里仁花园

网友“东土”：海曙区石碶街
道星光新村里仁花园小区内到处
是“牛皮癣”，在手机实名制的今
天 ， 敬 请 有 关 部 门 查 出 “ 牛 皮
癣”发布人，给予处罚并责令清除
干净。

海曙区石碶街道：已 同 村 委
会 反 映 该 情 况 ， 要 求 进 行 整
治。

发 现 身 边 不 文
明，请您继续通过以
下方式反映：

（网友“东土”提供）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顾
芳晖） 连日来，甬城进入“烧烤”
模 式 ， 部 分 市 民 跑 到 水 库 “ 野
泳”。市原水集团提醒，库区野泳
危险性非常大。水库作为饮用水源
地，是不允许游泳的。

市原水集团安全生产办公室主

任胡秉锋说，原水集团下属的六大
水库承担着向中心城区供水的任
务，但一到夏天总会有不少市民把
水库当作天然游泳场。今年入夏以
来，许多水库在醒目位置竖起了“禁
止游泳”的警示牌，并加派人手开展
巡查，甚至在缺口处拉起铁丝网。横

溪水库、亭下水库还联合当地派出
所录制禁泳宣传片，在附近社区宣
传水库“野泳”的危害性。虽然到水
库“野泳”的情况有所减少，但仍有
少数群众没有意识到“野泳”的危
害。三溪浦水库巡查人员告诉记
者，入夏至今，他们已劝阻过数十

人下水游泳，但收效甚微。有的市
民经劝阻马上离开，但有的市民等
巡查人员离开后继续游泳。

胡秉锋呼吁，保护饮用水源地
人人有责，保障水质不受污染，需
要大家的积极配合，希望广大市民
不要到库区游泳。

警示劝阻挡不住游泳者的脚步

水源地水库“野泳”屡禁不绝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米兰）“横
要平，竖要直，长横有弧短横
粗！”昨日，在宁波梦神床垫有
限公司小候鸟基地，志愿者正带
领 30多个孩子念书法口诀。“我
们企业 7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
员。成立‘关爱小候鸟基地’不
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也让外来
务工人员更安心工作。”公司董
事长余霆表示。

据了解，随着江北区外来务
工人员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每
年暑假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与父
母团聚。为了让“小候鸟”过一
个安全、快乐、温暖、多彩的暑
假，今年初，江北区市场监管局
就把暑假开展关爱小候鸟工作列
入了全年工作重点，各分会主动
走访企业，主要了解今年辖区内

“小候鸟”的数量，以及他们目
前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兴趣
爱好、心理困惑、家庭教育现状
和意愿诉求等，帮助企业聘请教
师或者大学生志愿者。目前，全
区有 11 家民营关工委企业积极
组织师资力量和腾出专门场地，

开办关爱小候鸟工作基地和各类夏
令营，已为 40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提供暑期托管。

考虑到有的企业还不具备独立
办班的条件，江北区市场监管局还
积极联系当地社区 （村） 组织，由
企业出资，委托社区来办班，邀请
辖区内的志愿者给“小候鸟”上
课。江北区民企关工委主任黄伟
说，“我们不仅要成立关爱基地，
还将建立关爱外来务工子女常态化
机制，开展经常性的爱心助学活
动。”据了解，11家“关爱小候鸟
基地”将以各种形式让“小候鸟”
在宁波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今年是公司第一次组织开展
‘小候鸟’活动，我们将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宁波惠之星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来自广东的李增在惠之星公
司上班已有 3 年多，儿子放暑假
特地从老家来和他团聚，可他忙
着工作没时间陪儿子。“感谢政
府、公司举办这么好的活动，为
我们想得这么周到，小孩送到这
里，我们特别放心。”李增感动之
情溢于言表。

江北民企开办11家爱心基地

让“小候鸟”开心过暑假

图为“小候鸟”在享受开心的暑期生活。（徐 欣 摄）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邵建荣 赵路） 记者昨日从市公
交总公司获悉，我市部分公交站
点和线路推出送清凉服务，尽量
降低乘客中暑风险。

7 月 10 日，在 14 路公交车
上一名年轻女乘客脸色苍白，下
车后还没走两步就晕倒在站台，
驾驶员洪狄用最快速度将乘客安
全送到医院。随着高温来临，7
月市公交总公司已发现 5名乘客
因中暑等原因发生晕厥。

每年 6 月至 8 月是公交车上
乘客发生中暑等现象的高峰期，
为此市公交总公司不定期组织志
愿者在公交站点为市民免费提供
消暑饮品。市公交总公司已在高
教园区站、新庄站、紫郡站、胜
丰站设立免费茶水供应点；在

12 路、4 路、334 路、36 路等党员
示范车线路上配置了便民服务箱，
里面有风油精、藿香正气丸等防暑
降温药品，供乘客免费使用；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505 路、350 路、
511 路、804 路等线路的始发站，
会提前 2 分钟至 5 分钟开放上客，
减少乘客高温天候车时间。另外，
7月20日恰逢菜篮子展销会，届时
宁波市公交会展中心的现场站也将
设立便民服务点为乘客送上矿泉
水。

目前，我市公交车上均有空
调，但上下车热冷交替，乘客如果
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很容易出现中
暑。为此，市公交总公司提醒，市
民出门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如果在车上感觉身体不适，可
以第一时间向司机求助。

我市部分公交站点
和线路推出送清凉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徐晨燕）“没想到激光点痣还会
癌变！”26 岁的赵小姐脸上长了
颗痣，接连几次激光点痣，结果
黑痣恶变成皮肤癌，所幸治疗及
时，不需要进一步放疗。

赵小姐皮肤白皙，美中不足
的是左边脸上长有一颗黑痣。两
年前，赵小姐到美容院做激光点
痣。可是，点痣后不到一年，赵
小姐发现原先部位又长出了一颗
黑色的痣。为了美丽，赵小姐决
定再去激光点痣。可令她崩溃的
是，半年时间不到，黑痣再次长
出来，原来的痣表面平滑，这次
整颗痣还突出了皮肤表面，皮肤
周围有点发红发痒。

几天前，忐忑不安的赵小姐
来到李惠利医院皮肤科。接诊的

王佳华主任医师立即对赵小姐脸上
的黑痣进行了手术切除，并做了病
理分析，结果显示这是一个恶性黑
色素瘤，也就是皮肤癌。

“还好没有再次去点痣，不然真
的要毁容！”王佳华医生告诉赵小
姐，脸上的痣原本属于休眠状态，
多次激光点痣把它激活了，结果发
生癌变。幸运的是赵小姐的癌变只
要手术切除，不需要进一步放疗。

“多次点痣，可能诱发癌变。脸
上的痣最好不要随便用激光、药物
等方法去除。”王佳华医生提醒，如
果激光点痣最多不要超过两次。

“痣在我们身上很常见，一般
也不用过度担忧。”王医生强调，

“但长在手心、脚心、腰部、会阴
等身体摩擦部位的痣医学上一般会
施行预防性切除。”王医生说，如
果出现痣体积突然增大，颜色变黑
或呈斑驳样，表面出现糜烂、溃
疡、出血或肿胀，自觉疼痛或瘙
痒，出现卫星病灶，就要小心癌
变，最好及早去医院诊治。

多次去美容院激光点痣
居然诱发了皮肤癌
医生提醒：脸上点痣最好不要用激光、药物

2.紫郡小区

市民巡防员“飞扬”：潘火街道紫郡小区 6幢，“牛皮癣”贴纸、
广告盖章无孔不入。居民们自己已处理多次，但不及它们“盖”得
快，而且还越来越多，字体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小区其他单
元楼也有这样的情况。

鄞州区潘火街道：小区物业准备对牛皮癣广告进行集中大清理，
对张贴牛皮癣者给予警告处理并要求其处理干净，社区将督促物业加
强门岗管理和楼道巡逻，尽快修复门禁系统。

3.柳汀新村

网友“深海隆”：柳汀新村小区楼道墙面“牛皮癣”不是没有清
理，但往往是墙面“牛皮癣”多了才进行一次性刷白，建议清理工作
常态化。墙面“牛皮癣”广告不仅不文明，而且还是不安全的违法广
告。特别是有些“公安认证开锁”的“牛皮癣”，如果主人不在家，
而小偷刚从家门口经过，根据广告叫来开锁的，开完锁给钱走人，咋
办？

海曙区南门街道：下一步街道社区将会进行清理。

（高洁 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