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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要闻

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启动

退休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费
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
个人缴费部分按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账基数的 0.2%划转

昆明出台措施
高质量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12 月 29 日，昆明市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启动工作新闻发布会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昆
明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试 点 工 作 自 2020 年 12
月 30 日起施行。按照昆
明市老龄化程度测算，预
计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
遇人数 0.89 万人至 1.24
万 人 ，也 就 是 0.89 万 至
1.24 万个家庭将享受到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政
策红利。

创新药单个品种
最高可获
400 万元补助
昆明市
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
工作启动

28 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
了《昆明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试行）》
（以下简称《措施》），
加快完善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链、人才链和服务链，优化产业生态环境，
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西南地区重要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

建立仪器设备
共享共用机制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参保对象和保障范围
分别是哪些？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以互助共济方式
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
和与此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资金保障
的社会保险制度。
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首先将昆明市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纳入参保范围，
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

筹资过程中会增加
企业和个人缴费负担吗？
考虑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启动之初基金
支付问题，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 2019 年年末滚存结余中按 8%的比例划拨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的启动资金，主要用
于长期护理保险启动初期鉴定评估、失能人
员的待遇支付等费用支出。在实施过程中，
根据基金运行情况，划拨启动金适时退回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为在筹资过程中不增加企业和个人缴费
负担，通过调整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
人账户结构，建立个人、单位、政府三方共担
的筹资机制，财政对退休人员单位缴费部分
进行补助，既体现了社会共济又体现政府责
任，同时又合理减轻了财政补助压力。
在职职工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由单位和职
工共同缴纳，费率分别为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基数的 0.2%；灵活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费
由个人缴纳，费率为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的 0.4%；退休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费，实行
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个人缴费部分
按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账基数的
0.2%划转，财政补助部分按退休人员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划账基数的 0.2%进行缴费补助，
按照《昆明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明
确的市县两级财政补助比例各自承担。

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如何评估？
根据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规定，
参保对象享受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必
须经过
“失能鉴定评估”
，
经鉴定评估
符合条件的，
才能享受相关待遇。
据介绍，昆明市将组建由医疗
保障、民政、卫健、人社、残联等部门

工作人员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劳
动能力鉴定等领域专家组成的长期
护理保险失能评定专家委员会，负
责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
定工作的组织领导、评定标准制定、
评定争议复核裁决等工作。

符合哪些条件可以享受待遇？
参保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经
申请、通过评定为重度失能人员的，
可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前已
参加昆明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
且累计缴费满15 年的；
累计缴费
未满 15 年的，按照本人申请待遇时
的长期护理保险缴费基数0.4%的费
率一次性趸缴补足15年累计缴费年
限。或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

后，新参保人员连续缴纳长期护理
保险费满 2 年（含）以上，
且在昆明地
区实际缴费满 15 年的；
缴费未满 15
年的，按照本人申请待遇时长期护
理保险缴费基数0.4%的费率一次性
趸缴补足15年累计缴费年限。
2. 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
严重认知障碍，经医疗机构或康复
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 6 个
月以上的。

参保人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待遇保障方式？
失能参保人可以选择医养结
合机构护理、养老机构护理、居家
护理（含由定点服务机构上门服务
和通过护理员培训的家属提供的
护理服务）3 种待遇保障方式。长
期护理保险基金主要支付基本生
活照料费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
护理费。长期护理保险与昆明市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等制度相互衔接，相
关护理待遇不得重复享受。
据介绍，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
以 2019 年度云南省全口径月社会
平均工资的 70%（4004 元）作为待
遇计发基数，对符合规定的护理服
务费用，基金支付水平按国家指导

意见的要求控制在 7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市还将建
立风险准备金制度和失能高危人群
预防、干预机制。风险准备金按长
期护理保险基金当年收入的 10%计
提，用于基金出现风险后的长期护
理保险待遇支付，同时按照长期护
理保险基金适度积累的原则，通过
计提风险准备金，积极应对今后人
口老龄化加剧可能带来的基金支付
问题。从长期护理保险费中按年计
提不低于 2%的资金作为昆明市长
期护理保险失能干预资金，专门用
于对影响失能高危人群健康的因素
进行干预，
尽可能延缓失能进度。
本报记者 赵维 张田睿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方面，
《措施》提
出，昆明市要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
立仪器设备共享共用机制，推进驻昆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大型仪器设备、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院士专家工作
站面向企业开放。
对取得药品临床批件或临床备案，以
及完成国内外Ⅰ、Ⅱ、Ⅲ期临床研究或生
物等效性研究的新品种，按照云南省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金额的 50%，
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150 万元、
250 万元、400 万元配套补助，对单个企业
每年补助最高不超过 1200 万元给予补助。
对获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且在昆
明市落地生产结算的药品，按照中药改良
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每个
品种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
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仿制药每个品
种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补
助最高不超过 600 万元；创新药每个品种
最高不超过 40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补助
最高不超过 1200 万元给予补助。

对符合条件的人才
给予住房等便利
昆明市将发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政策叠加
等优势，重点培育生物技术、仿制药、工业
大麻、
干细胞、
现代中药等领域，
支持开展生
物技术离岸服务。加快建设口岸药检所，
对
药品、医疗器械、疫苗产品出口和原辅料进
口实行“绿色通道、便捷通关、预检验”制
度，对有关项目给予
“政策从优”
支持。
同时，通过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设立昆明市生物医
药产业专项基金，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鼓励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多
层次资本在昆明市场上市、挂牌、融资。
在人才方面，昆明市将加大生物医药
领域高层次人才、骨干人才的引进培育力
度，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住房、医疗、子
女教育、配偶安置、创业扶持等便利。鼓
励昆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结合产业需要
加强有关学科人才培养，支持订单式人才
培养，举办开放式培训班，培养各层次专
业人才，打造结构合理的生物医药产业人
才梯队。
本报记者 罗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