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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特殊疾病有哪些政策？

达城李先生咨询： 达州市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有哪些政策？
达州市医疗保障局回复：根据规定，第
一类：诊断明确，主要依赖药物在门诊长期
治疗的 10 种慢性疾病，即糖尿病，高血压
（Ⅱ期、Ⅲ期），再生障碍性贫血，甲亢病，脑
血管意外后遗症，精神分裂症（稳定期），肝
硬化，慢性活动性肝炎（丙型肝炎除外），肺
心病，帕金森氏病。 第二类：病情稳定后，可
在门诊治疗的 6 种重症疾病，即恶性肿瘤，
慢性白血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功能衰竭，
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治疗，丙型肝炎。 第一
类门诊特殊疾病购药费用实行按比例支付
和最高支付限额控制的办法。 一个医保统
筹年度内， 第一类门诊特殊疾病人员发生
治疗该类疾病的门诊药品费用， 符合医保
支付范围的部分，由统筹基金支付 70%。 按
比例支付累计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糖尿
病 4000 元，高血压（Ⅱ期、Ⅲ期）3000 元，
再生障碍性贫血 6000 元，甲亢病 1500 元，
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4000 元， 精神分裂症
（稳定期）2500 元，肝硬化 5500 元，慢性活
动性肝炎（丙型肝炎除外）5000 元，肺心病
4500 元，帕金森氏病 4500 元。 当年纳入门
诊特殊疾病管理的， 按月计算本年度最高
支付限额。 享受两种第一类门诊特殊疾病
待遇的人员， 可将治疗两种疾病所需药品
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就高享受单
病种最高支付限额待遇。 第二类门诊特殊
疾病人员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 符合医保
支付范围的部分， 按住院医疗费用报销规
定支付。 一个统筹年度只扣减一次起付标
准。 丙型肝炎患者的门诊抗病毒治疗疗程
一般为 6 个月。 对疗程结束需继续治疗的，
由本人提出申请， 经认定机构组织专家进
行诊治效果评价， 对治疗有效的可延续治
疗 6 个月。 享受第二类门诊特殊疾病待遇
人员， 统筹基金支付的门诊医疗费用和住
院医疗费用之和不得超过当年统筹基金最
高支付限额。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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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路面何时维修？

达城谢先生咨询：货场至铁山路段
公路年久失修，路面严重破损，车辆通
行困难。请相关部门对此段路进行整治
维修。
达州市交投集团公路工程有限公
司回复： 该路段因邮政枢纽的规划建
设，将 G542 线改道，使垃圾站路至匝道
处成急弯道，所有进出城车辆从匝道上
通行，道路交通量大、重型货车较多，重
型车辆采取急刹制动转弯等，给路面造
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近期因雨水较多，
只能对破损的路面进行局部填补，待天
气晴好后，达州市交投集团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将组织施工人员对破损的路面
进行彻底维修整治，确保运行车辆安全
通行。

▲ 电动自行车
是否需要上牌照？
大竹县付先生咨询： 电动自行车
是否需要上牌照？
大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回
复： 根据相关规定， 电动自行车纳入
“非机动车”管理范畴，暂未实行登记
制度，应当符合具有脚踏骑行能力；具
有电驱动或 / 和电助动功能； 电驱动
行驶时，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 25km/h；
电助动行驶时，车速超过 25km/h，电动
机不得提供动力输出； 装配完整的电
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小于或等于
55kg； 蓄电池标称电压小于或等于
48v；6、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小于
或等于 400w。另外，机动车实行登记制
度， 不符合以上要求的电动自行车纳
入“机动车”管理范畴，需经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 方可上道路行
驶。
（以上记录由热线记者 周巾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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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民法典共
7 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
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
则，共 1260 条，总计 10 万余字，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条文字数最多的一部法律。 民法典内
容涵盖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个人的生
老病死、衣食住行，每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每
个组织的业务活动都离不开它的规范和保
护，是我们生活中的“百科全书”。 今天，我们
了解一下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亮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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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
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
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 民法典第四编“人格
权” 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础
上， 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
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
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 人格权编
共 6 章、51 条，主要内容包括一般规定，生命
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
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等。
1.确立器官捐献的基本规则
针对当下组织或个人强迫、欺骗、利诱人
体器官捐献现象，此次《民法典》规定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同意捐献器官的， 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或者遗嘱形式。 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
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
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 （第一千零六条）
2.预防性骚扰：明确机关、企业、学校责任
近年来， 性骚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
题。 有调查显示，该问题常见于企业、学校等
单位，而地铁站、公交车上、餐厅等人流密集
的公共场所也是性骚扰频发之地。 对此，《民
法典》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以及机关、
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
（第一千零一十条）
3.姓名权、名称权的扩张保护
明确对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 被他人使
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等，
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第一千零一十七条）
4.禁止非法收集个人信息
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
的肖像、声音，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甚至危害
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 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
5.
“标题党”“
跟风党”或将承担民事责任
对行为人实施新闻报道、 舆论监督等行为涉及的
民事责任承担， 以及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
认定等作了规定（第一千零二十五条、第一千零二十六
条）。
6.侵犯隐私权行为具体化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侵犯隐私权的手段愈发
隐蔽多样，此次《民法典》与时俱进，规定了隐私的定
义，列明禁止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具体行为。 （第一千零
三十二条、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7.个人信息内涵的开放性
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的原则和条件， 构建
自然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框架， 合理
平衡保护个人信息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规定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负有保护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
信息的义务。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至第一千零三十九
（施法闻）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