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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通道”药店来了！

221 种药品可享受医院同等报销标准和价格政策

前山街道翠景社区开展
“南粤家政·居家清洁”培训课程

为居民送去
家庭清洁
“小妙招”

近日，珠海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
道”管理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23 日起，在我市“双通道”药店购买 221 种范围内
药品可享受和医院同等报销标准和价格政策，涉及百余种西药和数十种中成药。
□本报记者 王芳

什么是
“双通道”
？

外配处方药品的费用怎样用医保支付？

“双通道”
制是指通过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两个渠道，满足谈判药品和慢性
病用药的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
方面的合理需求。
“双通道”管理药品（以下简
称“双通道”药品）是指临床价值
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高的谈判
药品和慢性病用药，
珠海市
“双通
道”药品范围执行广东省医疗保
障局公布的“双通道”药品范围。
2021 年广东省“双通道”药品共
有 221 种，包括百余种西药和数
十种中成药，大多数药品都备注
了购买限制条件。根据《通知》，
当参保人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确
无相应的“双通道”药品时，可由
定点医疗机构指定的医师开具外
配处方，参保人按规定在外配处
方有效期内到“双通道”药店购
药。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2 家“双
通道”
药店，分别是位于香洲区康
宁路 68 号的珠海市德信行大药
房有限公司、位于香洲区香洲康
宁路 26 号的国药控股广州有限
公司珠海大药房。

《通知》规定，纳入“双通 费用中扣除。
道”的药品，在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医保患者使用由定
和“双通道”药店执行统一的 点医疗机构外配至“双通道”
医保支付标准和价格。门诊 药店的药品费用，
全部由医保
医疗费用与医疗机构实行按 经办机构从支付给医疗机构
人头付费或按总额付费方式 的医疗费用中扣除，
再支付给
的，在参保人付清应由个人 “双通道”
药店，
参保人个人负
负担的部分后，其余费用由 担部分的“双通道”药品费用
医保经办机构与“双通道”药 由个人支付给医疗机构。当
店直接结算，直接结算的费 次外配处方的药品费用记入
用从支付给医疗机构的医疗 参保人本次住院费用。

如何申请成为
“双通道”
定点零售药店？
《通知》规定，符合《关于
基本医疗保险国家谈判药品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规
定的定点零售药店，可自愿向
市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成为
“双
通道”定点零售药店，其销售
的国家谈判药品价格不得高
于国家谈判的“医保支付标
准”
。
《通知》同时鼓励“ 双通

道”药店加入省级采购平台
采购药品，探索通过购买商
业保险等市场化手段，建立
药品质量风险防范和经济补
偿机制。市医保经办机构将
确认后的“双通道”药店纳入
协议管理，签订服务协议，明
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并及时
向社会公布“双通道”药店名
单和“双通道”药品范围。

香湾街道碧涛社区安装“救命神器”AED

增强居民应急救护能力

课上，
居民用老师教授的办法操作。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 报 讯（记 者 张 景
璐）家 政 ，不 仅 仅 是 打 扫
卫生、洗衣服等家务劳动，
还包括自我服务、家庭理
财、生活习惯、交际礼仪、
美 化 生 活 等，是一门集综
合性、实践性、生活性、创
新性为一体的课程。为了
让社区居民更好地了解家
庭保洁工作，22 日，香洲区
家政服务协会联合前山街
道翠景社区开展了主题为
“南粤家政·居家清洁”培
训课程。
在培训中，
南粤家政特
聘教师李培文针对保洁知
识向居民展开详细讲解和
示范，带领居民一起学习、
实操简单又实用的保洁方
法。居民们听得十分认真，

有的居民还带上了笔记本
做记录。在课上，老师用清
洁道具给居民展示了如何
轻松高效做好家庭卫生的
方法和技巧，讲解后，居民
们用老师教授的办法现场
进行实践操作。
“原来拖地也要讲究方
法，
按老师教的方法拖起地
来更省力，
地面也更干净！”
培训后，
居民们纷纷表示学
到了不少家居生活“ 小妙
招”，大家都为此次培训活
动点赞。
据悉，
此次培训旨在为
居民们提供了专业的保洁
工作指导，
加强了居民对家
庭清洁工作的重视，
进一步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卫生状
况，
提高了居民幸福感。

翠香街道钰海社区
“银龄美食班”再开新课

纸杯蛋糕香 长者乐着忙
本报讯（记者马涛）近年来，
心 源 性 猝 死 病 例 频 发 ，对 于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
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增强
社区居民应急救护能力，
让更多
的人学习到自救互救技能，近
日，
香湾街道碧涛社区党委经过
前期多方了解，
结合社区居民需
求，
通过
“民生微实事”
项目为社
区居民购置了 AED 设备，受到
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碧涛社区分别在社区居委
会门口和好景花园大门前安装
了 2 台迈瑞 C2 型 AED，为了保
证社区居民都能懂得用、学得
会，
AED 安装完成后，
碧涛社区
仁爱志愿服务中队专业的急救
志愿者对社区工作人员、各小区
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及居民
进行了相关培训，
普及急救基本
知识及 AED 的正确使用方法，
全面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
“经常看到 AED 把人救活

居民在学习应急救护知识。
的 新 闻 ，现 在 自 己 小 区 也 有
AED，
还能学到这么多家庭急救
知识，
居住在这样的社区，
真的是
太好了！
”
活动现场，
碧涛花园居
民刘阿姨对社区的做法赞不绝
口。据了解，
该社区目前已开展
急救知识培训 2 次，参与培训
100 人次，切实帮助居民群众掌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握心肺复苏术和AED使用方法。
碧涛社区党委书记刘芳表
示，接下来，社区党委将在社区
开展应急救护专业培训，力争
组建一支社区应急救护队伍，
增强社区居民的应急救护能
力，进一步保障辖区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打造安全社区。

本报讯（记者何进）23
日下午，
翠香街道钰海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站内欢声笑
语，蛋糕飘香。当天，钰海
社区“银龄美食班”主题活
动举行，16 名社区长者围
坐一起，学做纸杯蛋糕，共
享美食。
课上，由社区“美食达
人”
梁阿姨带领大家一起制
作纸杯蛋糕。在梁阿姨的
指导下，
大家先把蛋黄、油、
牛奶混合搅匀，
筛入低粉搅
匀，放置一旁备用；再将蛋
白加糖进行打发，而后将打
发的蛋白同之前制作好的
混合液一同倒入提前放好
红枣丁和葡萄干的纸杯中，
开水入锅中火蒸 15 分钟闷
5 分钟，长者们忙得不亦乐
乎。很快，软糯香甜的纸杯
蛋糕就制作完成，大家共同
品尝自己的厨艺成果，
其乐
融融。

参加本次活动的长者
表示，通过这次课程，自己
不仅学会了纸杯蛋糕的做
法,还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带
回家，跟家人一起分享，全
家人都很开心。
据介绍，
“银龄美食班”
由翠香街道党工委指导，翠
香街道钰海社区党委联合
翠香街道钰海居家服务站
组织开展，
在此前的两个月
里已开展了10节课，
长者们
在课上学到了钵仔糕、
豆捞、
艾饼、
叶仔等美食的做法，
课
程获得社区长者的好评。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活动旨在以厨艺课的形式
为长者们送去精神关怀，培
养老年人兴趣团体，
排除社
区长者内心的孤独感，
同时
也促进邻里间的亲密度，减
少长者邻里间的距离感，提
升长者的社会活跃度，
丰富
长者的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