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视点

7家社区卫生中心床位费调整
多人间床位数至少占总床位数一半
最高42元/天，包含取暖降温费和垃圾清运费
YANGZHOUWANBAO

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wbxw@sohu.com

我市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通病房多人
费正式调整，3种情况下病房价格予以 间床位数不得低于医院登记总床位数
下调。记者昨从市物价部门获悉，根据 的50%，此外，基层医疗机构床位费将
《关于调整扬州市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 包含病房取暖降温费和医疗垃圾清运
务价格的通知》精神，我市功能区乡镇、 费，医疗机构不得另行收取。

7家社区卫生中心床位费调整
3种情况下价格必须予以下调

记者昨从市物价局园区分局获悉， 街道床位费属于政府定价，在调整过程
物价部门会同各功能区卫生主管部门， 中，3种情况下，病房的床位费价格必
对区内乡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 须下调：
通病房设施设备、床位使用面积、床位
一是床位比例不达标。根据《江苏
数量比例等情况逐一进行现场勘查，依 省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价格管理办
照《扬州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标准，对 法》，基层医疗机构三人间床位、四人及
各乡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通病 以上多人间床位数不得低于医院登记
房床位费进行了调整。
总床位数的50%，单人间的比例不得超
此次共有7家乡镇、街道社区卫生 过10%，若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双人间
服务中心的床位费进行调整，其中开发 病床价格要相应降低。吕晓剑表示，这
区有3家，分别是扬子津、施桥、朴席； 一政策保证了各个乡镇、街道有充足的
景区有2家，分别是平山、梅岭；生态科 普通床位，让老百姓住得起。
技新城2家，分别是泰安、杭集。市物价
二是面积不达标。我市乡镇、街道
局园区分局副局长吕晓剑介绍，乡镇、 医疗机构属于一类医院，以普通床位为

□2018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

A6

本版编辑：王子明 版式设计：袁 敏 责任校对：金 杰

□

例，床位的最高限价为25元/ 天，四人以 街道医疗机构要有中心吸氧，中心呼
上的多人房间，要求病房内每床使用面 叫，中心引吸（痰、杂物）三大功能，缺少
积不少于6平方米，而施桥的部分床位 其中一项，床位费价格就要适当下调；
每床使用面积4.6平方米，因此最终定 此外有的病房有卫生间，需要有冷热水
价为20元/ 天，比最高限价要便宜5元。 供应，如果只有冷水没有热水，床位费
三是设施不达标。通常而言，乡镇、 在最高限价的基础上也要下调。

调整后床位费最高42元/ 天
包含取暖降温费和垃圾清运费

此次进行调整后，乡镇、街道床位 变为了42元。”吕晓剑表示，实际上与
费有何变化？对居民的影响如何？ 调整前的价格变化不大。
记者从市物价部门公示的价格表
他解释，此前乡镇、街道医疗机构
中看到，此次调整后，我市乡镇、街道 在收取床位费之后，还可额外收取取
床位费分为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及 暖降温费和医疗垃圾清运费，以前取
普通床位费4种，价格在每天10元-42 暖降温费标准为5元/ 天，医疗垃圾清
元。
运费为2元/ 天；但此次价格调整后，床
“从表面来看，此次调整后床位费 位费包含了这两项费用，医疗机构不
价格上调了，以最高价为例，以前床位 得再另行收取。“因此，此次价格调整
费最高价是35元，此次调整后，最高价 后，对居民的影响并不大。”

为何要进行价格调整？
倡导就近就医和康复治疗

我市功能区乡镇、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床位费为何调整？还有
哪些亮点呢？
“此次床位费的调整，是为了配
合去年我市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价格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合理配置
医疗资源，倡导居民小病就近就医，
大病康复也就近就医。”业内人士表
示，有些大病治疗的病人，在后期康
复阶段仍然往大医院跑，而这一阶
段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可解决。
“经过此次调研，我们发现，我
市部分乡镇、街道医疗机构的床位
硬件设施，已经达到三甲医院的标
准，比如泰安镇新建卫生服务中心
的床位，跟三甲医院是一样的；一
些老旧基层医疗机构在翻建或者
升级时，我们也会建议按照三甲医
院病房的标准来建设。未来扬州市
民可在基层医疗机构用最划算的
价格享受到三甲医院病房的硬件
服务。”业内人士表示。
记者 陈高君

市大气办昨上路督查工地扬尘

扬州即将正式入春 ， 干燥多风 ，
城市工地扬尘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 昨
天一早 ， 市大气办上路随机督查扬城
工地扬尘情况 。 督查人员发现 ， 不少
工地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 渣土车带泥
上路问题较为突出 。

不少工地硬件管理存问题
渣土车带泥上路现象突出
碾压已形成块状，而整条路面也呈
现土黄色。
工地内部正在进行作业，进门
右侧有一个渣土车清洗池，不过，该
清洗池里全是泥土，在督查现场，设

【直击现场】
地点 ： 石榴置业等处
问题 ： 裸土未覆盖 ，道路硬化不到位
在瘦西湖西门附近的石榴置业，工地
门口围挡设施到位，一进门就看到门口有
一个汽车冲洗池。该冲洗池设置较宽，可以
容纳一辆渣土车正常冲洗。记者在现场看
到，该冲洗池池中有泥水，可以看出一直在
使用。
不过，该工地裸土覆盖率很低。“裸土
覆盖不到位，并且道路已经呈现泥土压翻
的现象，证明它的道路硬化没有做好。”市
建设局建筑安全监察站王宏军现场指出问
题所在。
此外，在GZ063、GZ052地块，均发现
同样问题。两处地块也存在裸土覆盖和道
路硬化不到位的情况。“这些属于邗江区监
管，应该按照惯例下达督办单，对其进行取
证并立案查处。”王宏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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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没投入使用。“这里的扬尘防治
硬件全部弄好了，有洗车设施和冲
洗平台，但是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设
施并没有正常使用，处于闲置状
态。”

地点 ： 西峰路 、金辉优步学府门口
问题 ： 渣土车带泥上路问题突出

GZ050

地块 ，裸土未覆盖

西湖路车身粘了一层土

地点 ： 西湖路西侧GZ050地块
问题 ： 清洗池未设置指定位置

随后，市大气办工作人员来到位于 个环保除尘雾炮机非常显眼。“基本设
西湖路西侧的GZ050地块项目。进入 施还是比较齐全，但是清洗池应该在汽
该工地，督查人员没有看到清洗池。“清 车出入口的位置。”督查人员指出，“就
洗池在里面一些。”工地工作人员介绍。 算清洗后，开到门口又有泥土了，就会
往里走没多远，在该工地的西侧， 导致工地门口路面灰尘多，所以这个清
记者看到了清洗池，在清洗池旁边，一 洗池设置并不到位。”

除了工地扬尘，道路泥斑也引 经固化在路上的泥土，都是渣土车
起了督查人员的重视。在西峰路， 带出来的，路牙这边的灰非常明
车辆路过就灰尘四起，空气中扬起 显，灰尘扬了一路。”市大气污染防
一片土黄色。在西湖路金辉优步学 治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市环保局
府门口，一名工人正在打扫，灰尘 局长金春林在现场指出，“ 强化道
大面积扬起，远远看去都是一片昏 路扬尘，第一要保洁，第二要洒水，
黄。
每天做到‘两扫两保六洒水’，才能
“这就证明保洁不够，不少已 保证道路清洁，扬尘减少。”

【如何管理】

加大巡查力度，不让扬尘“抬头”

“随着空气转暖，扬尘污染有所 执法检查力度、通报督办力度和考
抬头，从监测数据看来，最近我市 核奖惩力度，多部门一起行动，从头
PM10指数明显上升。”金春林表示。 抓起，打好蓝天保卫战。
随后，督查组来到扬州西入口改造 现场看到，路上灰泥较多，尘土被反复
他介绍，将加大督察巡查力度、 通讯员 蒋悦 记者 薛舒文 文/图

地点 ： 扬州西出入口
问题 ： 硬件有是有 ，却被闲置

恒丰银行最新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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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期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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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利系列购买时间 （柜面 ）：周一至周六9：00-16:30，网银 、手机银行均可购买 。
周周盈申购/赎回确认日为每周三 （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顺延 ），恒丰银行将于下一个申购/赎回确认日
对投资者的申购/赎回进行确认 ，并于两个工作日内为投资者登记份额 。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
扬州分行地址 ：扬州市邗江区百祥路124号 （邗江人才市场对面 ） 理财热线电话 ：0514-87180100
江都支行地址 ：江都区文昌东路1316号 （江都大润发东侧 ）
理财热线电话 ：0514-86662121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