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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我县以“秦岭花谷、

嘉陵羌韵，美丽凤县、天然氧吧”为核心，

以实现各大景区旅游秩序和游客安全为

重点，为游客创造了安全、文明、优美、

舒适的旅游环境。国庆期间，我县旅游

秩序安全平稳，旅游市场呈现出火爆的

局面，累计共接待游客 15.59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6 亿元，旅游环境

满意度达 98%。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感受深厚羌文化历史

为了增加节日气氛，我县精心筹划了

秦岭花谷赏花观月、美丽凤县自驾探秘、

石头羌寨羌民俗展演、万名大学生游凤

县、金秋书画展等诸多主题文化活动。节

日期间，《凤飞羌舞 · 古羌新韵》连演 7

个场次，场场观众爆满，座无虚席；除此

以外，县内各景区也争相推出各种旅游活

动和优惠政策吸引游客，消灾寺景区推出

了《唐玄宗敬香》情景剧演出，紫柏山景

区实行购景区门票送花椒油活动，嘉陵江

源头景区举办了大型篝火晚会。

国庆期间，在县城中心广场举行了“激

情广场民间文艺汇演”活动，由“凤喜舞

蹈队”、“战友情舞蹈队”等群众文艺团队

近二百多人，开展了 6 场次的激情演出，

展演中荟萃了大合唱、秦腔演唱、羌舞表

演、广场舞蹈、器乐演奏、等诸多艺术门

类节目，既反映了县文艺团队的特色，又

反映了县民间艺术团队发展状况，为近万

名群众和游客送上了丰盛地文化大餐。

而在古羌文化产业园区内，更是人

流如织，羌族服饰秀、羌族拔河赛、羌

寨选佳婿、羌族舞蹈等互动性文化娱乐

节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其中，让广

大游客喜乐开怀！上百游客驻足在羌文

化传习所，用相机记录下古羌文化的点

点滴滴，小孩们、美女们也按耐不住内

心的欢喜，穿上艳丽的羌服穿梭于在每

一个角落，把最美的笑容定格这古香古

色的羌寨之中。

另外，县上还根据不同人群推出各

种优惠活动，针对大学生的 60 元畅游凤

县三大景区和 50 元观看《凤飞羌舞 ·

古羌新韵》演出、针对自驾游的“十免

一”、针对散客的金秋十月游凤县优惠卡

等均受到游客广泛欢迎。七天里，来自

陕、甘、川、渝四省市的驴友穿越灵官峡、

探秘紫柏山、祈福消灾寺，在享受自然

美景的同时，观夜景、赏喷泉、跳羌舞，

最美小城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赏金秋美景、

享民俗生活、采丰秋硕果、品地方美食

的绝佳胜地。

国庆期间，陕西电视台还特意为游客

推荐了《凤县中的特色羌寨》和《走进

羌寨尝特色美食》旅游推荐片，从不同

的视角传递了凤县羌寨中的美景、美食，

吸引游客来我县神奇的羌寨“饱尝美餐”。

12 个旅游咨询点温馨服务

50 余名旅游警察确保安全

为了能够给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

心、方便的假日旅游环境，国庆长假前，

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十

一”黄金周旅游工作。县长郑维国、县

委常委纪委书记曹乃生和副县长杨建平

亲自带队，深入宾馆、酒店、景区，就

食品卫生安全、消防安全、环境设施、

规范化和标准化服务展开联合执法检查，

确保广大群众、游客度过一个安全、舒

心的国庆假期。

为了给游客提供住宿、乘车、导游、

应急等便捷服务，我县在县城及 212 省道、

316 国道沿线，旅游部门设置了 12 处游

客服务站点，并招募了 100 余名青年志愿

者身着红马甲，免费提供吃、住、行、游、

购、娱“一站式”旅游信息。县上还加开

了发往各个景点的公交车次，安排了五十

余名旅游警务人员加强节日期间的旅游巡

逻、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咨询服务等方

面的工作。黄金周期间，景区工作人员全

部参加一线执勤，还组织了 110 人的应急

预备队随时处理突发事件。

节日期间，我县接待的游客人数虽

然较多，但由于对一线客流情况掌握得

及时、准确，措施得力，各景区秩序井然，

确保了景区旅游安全。

金秋十月哪里去，七彩凤县等君来。

花海迷人，羌笛悠悠、层林尽染、秋意

盎然、美景醉人心扉。凤县第六届金秋

金秋红叶观赏节、陕甘川三省户外协会

联谊活动、万名大学生游凤县活动、秦

岭花谷赏花观月、美丽凤县自驾探秘等

精彩活动正等待着您的到来。

近年来，我县大胆实践，在全市率先

实现了“门诊能报销、大病有救助、城乡

药品“三统一”、零差价售药”的医疗体

制，使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

有效缓解。今年 9 月 1 日起，我县 11 家乡

镇卫生院又改革过去住院先交押金的做法，

推行“先住院后付费”的新诊疗服务模式。

一个多月过去了，效果怎么样？运行如何？

近日，记者专程进行了探访。

住院不用交押金  医患关系更和谐
记者在黄牛铺中心卫生院见到了正在医

院就医的患者向秀英，当谈及“先住院后付

费”的新做法时，她感慨地说，自己家住黄

牛铺村，前天晚上突发冠心病，情急之下，

家人火速将其送往镇卫生院，可是自己的押

金没有带够，还准备向医院求情，谁料想，

进了医院，医生审核了新农合证和身份证，

签订了《住院治疗费用结算协议书》，没收

一分钱，就享受到了住院治疗。

邻床病人唐翠英抢着说道，老百姓一

般在家里不会放太多的钱，在镇村取钱又

不方便，有事突发疾病，一时区区几百元

也让人作难。去年，自己由于高血压晕倒，

家人大半夜跑到邻居家借钱，可是如今医

院把住院押金免了，先治病后付费，更加

体现了医院对咱的尊重和信任。

长期以来，各级医疗机构实行“先交

押金后住院”的医疗服务模式，这种模式

可以有效地防止患者欠费的风险，可是无

形中在患者与医院之间架起了一道“就医

门槛”，一时筹不够住院押金的病人，贻误

了最佳治疗时间，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大

打折扣，也激发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黄牛铺中心卫生院护士长杨蓉告诉记

者，实行这种新的医疗模式后，患者家属

有充裕的时间去筹集自付部分的费用，不

仅患者的病情得到第一时间救治，而且减

轻了患者的精神负担，有利于快速康复。

对于护士，无需向患者催缴住院费，现在

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病人身上，医患关

系更融洽了。

据统计，新政策实行以来，已有 400

多患者享受到了实惠，试点医院的住院量

比同期平均增加了 5.8%，业务量增加达

10.6%，满意率达到了 98%。新政策提高

了基层医院医疗收入，一定程度上也促使

了医院的发展。

资金预拨付制度  让医疗机构良性运转
我县将这种新服务模式对象界定为：

县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三无”患者（无姓名、

无住址、无陪护）。我县还加强了医疗救助

体系建设，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三无

人员等无力支付医药费用的群体，按照相

关规定申请住院医疗救助，其费用由医疗

救助金中予以支付。据统计，我县城镇职

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的参保率分别达 99%、98.2% 和 99.7%，

该服务模式在全县 11 个乡镇医院试点，几

乎可使全部基层群众受益。

为了确保试点 11 所乡镇卫生院资金周

转困难，减轻垫付压力，县上实行医保资

金预拨付制度。县医保、农合经办机构根

据上年度各乡镇卫生院基金补偿总额的季

度均值乘以增长系数，计算出预拨付金额，

于每年初划拨给各乡镇卫生院。年度前三

季度报审资料实行按月上报，实报实销，

费用会在下月 10 号前拨付各医院。第四季

度报审资料执行预付款收回，差额拨付。

今年在 9 月份之前，县上已经向 11 家试点

医院拨付了 235 万元的预付金。

在诊疗过程中，乡镇卫生院可根据情

况分阶段结算个人应负担的费用，对费用

较大或者预计超过医保“封顶线”的患者，

及时提醒、告知用费情况，超过医保封顶

线部分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凤州镇中心卫

生院院长李永成说，他们医院当患者住院

记账费用达到 1200 元时，患者应按照报销

比例一次性结算个人承担部分，方可继续

享受“先住院后付费”诊疗服务。

诚信等级管理制度  规避患者欠费风险
为了避免恶意欠费风险，我县健全了

诚信信息保障系统，实现了乡镇卫生院之

间的患者医疗保险、民政救助及医疗信息

资源互联共享，实行结算一站式服务；对

恶意拖欠住院费用的患者，纳入到“不良

记录”管理，将不再享受此优惠政策，并

告知公安、金融等部门；问题严重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县上还建立了医药欠费坏账准备金制

度，准备金由县财政按乡镇卫生院年度医

疗收入的 2% 列入预算。由县卫生局设立专

户储存，专账核算，统筹管理。每年终统

一进行审核认定，经审核认定的医药欠费

呆滞坏账由医药欠费坏账准备金承担 80%，

相应的乡镇卫生院承担 20%。

县卫生局局长张继文介绍说，为了杜

绝个别试点医院乘新政策之机，给患者开

大处、乱检查等不良诊疗行为，在基层医

院统一实行“看病、用药的每天清单制”，

医院要每天向患者提供其上一天所采取的

治疗措施和治疗费用，在对患者进行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农

合目录外用药及诊疗时，必须征得患者或

其家属签字同意，使患者安心就医、透明

消费。同时，定期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专项整治行动，规范各项诊疗行为，控制

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确保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农合基金运行安全，降低“先住院 后

付费”的运行风险。

一个月来，11家试点医院没有出现一例

患者恶意欠费现象。“住院 7天，总共花费

了 1203 元，自己才承担了 185 元，如果自

己连这么一点钱都不愿意承担，对不起医院

对咱的信任，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凤

州镇中心卫生院看病的患者彭建华说道。

谈及为何要在基层医院率先试点，而

不是在县级医院时，县长郑维国说，基层

医院就医人群相对单一，诊疗过程中用的

大多是基本药物，医疗费用低，加之报销

比例相对又高，因此病人自身承担的费用

相对较低，不易出现恶意欠薪现象。改革

的最核心目的地还是想借此提高基层医院

的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医患关系，需求医

院发展。这种新模式要想在我县县级医院

大面积推广，还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

总结经验，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扩大

报销范围、完善相应制度等要素，才能使

这个好政策真正地惠及全县群众。

七彩凤县迎来火红十月  秦岭花谷醉倒八方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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