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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将启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合理测算调价空间 优化选择调价项目

哪些地区可以调？
要评估启动和约束指标

什么时候调？
今年内应开展一次评估
通知要求，各地启动医疗服务价格调
整前，需对本地区上年度（即评估年度）的
相关指标开展评估，可根据医疗机构等级
等实际细化相关评估内容，综合分析各项

序号

指标

标准

1

技术成本占比（%）

评估年度公立医院人员经费占比低于 40%。

医 疗 服 务 收 入（不 含 药

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

品 、耗材 、检查 、化验收

收入）占比增长低于评估年度公立医院检

入）占比（%）

查、化验收入占比增长。

2

评估年度地区公立医院患者医疗费用增幅

3

患者医疗费用增幅（%）

在不超过控制目标的前提下，低于本地区
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或社会平均工资增幅。

4

约束指标

价格动态调整指标包含 3 个启动指标
和 3 个约束指标。3 项启动指标分别是技
术成本占比、
医疗服务收入占比、
患者医疗
费用增幅；3 项约束指标分别是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医保基金结余、
次均费用增幅。
各地医保部门开展评估工作后，满足
2 项或以上启动指标，且未触发约束指标
的，可启动本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触发 1 项或以上约束指标的，本年度原则
上不安排本地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通知明确，涉及配合相关改革实施的
专项调整，以及解决价格矛盾突出、缓解
重点专科医疗供给失衡等项目进行的个
别调整，应按程序启动医疗服务价格调
整。出现重大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
不宜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的其他情形，原则
上不安排上调医疗服务价格。

启动和约束指标

启动指标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医保局发布《广
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公立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评估指标（试行）
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进一步完善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触发机制，指导各
地市做好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的评估
和调价工作。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评估年度区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超过
预期调控目标。
符合以下其中一种情形：1. 评估年度区域内

5

医保基金结余

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统筹基金出现年度赤
字；2. 评估年度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统筹基
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少于 9 个月。

6

次均费用增幅（%)

指标和有关政策、医疗服务价格指数等数
据，
形成评估报告。
调价评估周期最长不超过两年，2022
年应开展一次调价评估，年度内各地需要
实施调价评估的，原则上应于当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医疗服务价格如何调？
严格履行调价程序
通知强调，符合价格调整条件的，履

评估年度地区公立医院门诊病人或住院病
人次均费用增幅高于预期控制目标。

行调价程序，合理测算调价空间，优化选
择调价项目，科学制定调价方案，严格履
行调价程序制定公布价格。
省医疗服务价格指数中各地市相对
价格水平评分排序在省内高于中位数的，
或其分类价格指数上涨不符合调价政策
的，其调价总量不宜提高，可进行结构性
调整，
不宜提高调价总量。
通知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
期 3 年。
（钟哲 李艾莲）

广东省集体协商竞赛佛山选拔赛举行
模拟劳资双方 5 支代表队比拼协商技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
霍嘉琪）
“职工要求涨薪酬”
“ 企业考虑保
障最大利润”
“ 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经营
困难”……职场中遇到这些问题该如何协
商解决？8 月 1 日—2 日，由佛山市总工会
主办的“稳就业 促发展 保权益 构和谐”
广东省集体协商竞赛佛山选拔赛在佛山
市工会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来自全市五区
5 支代表队上演了精彩绝伦的“剧本杀”，
企业方与职工方“两两 PK”，唇枪舌剑、你
来我往。经过紧张、紧凑、激烈的比拼和
角逐，最终高明代表队获得本次竞赛一等
奖，禅城代表队获得二等奖，他们将代表
佛山参加第二届广东省集体协商竞赛。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参赛
队伍分别扮演“企业方”或“职工方”展开
商讨，初赛以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餐饮企
业经营困难为背景，劳资双方就科学制定
裁员赔偿方案、合理安排轮岗轮休、完善
“共享员工”期间社会保障措施等方面进
行协商。
8 月 2 日决赛现场，参赛队伍分别模
拟劳资双方，以网约送餐行业为背景，围

3

粤黔两地职工文化体育
协会座谈交流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
会会议室内展开了热烈讨论，
来自广东省职
工文化体育协会、
贵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的相关领导干部职工共 15 人相聚一堂，围
绕如何做好职工文化体育活动、
丰富职工文
化生活、
满足职工精神需求开展座谈交流。
会上，贵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理事
长、省职工书法家协会主席卢富华详细介
绍了贵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发展历程、
班子架构、协会现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分享
了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获得感
幸福感的经验做法。贵州省职工文化体育
协会各专业协会负责人汇报了近年来协会
主要工作情况和 2022 年重点工作安排，并
就如何做好协会工作发表看法和意见。
广东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会长宋善斌
表示，经过此次座谈，对如何开展职工文化
体育协会换届工作、成立分支机构、制定机
构管理办法及如何联动工会部门举办文体
活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并收获了良好的意
见建议，受益匪浅。此行回去后，将结合贵
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好的经验做法及企
业职工实际需要，开展相关文化体育活动，
加强机关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互动，
增强职工之间的凝聚力、提升工作活力，助
力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总工会宣教部、贵州省总工会
宣教网络工作部有关负责人参加此次活
动。
（吕静）

17 家粤企
入围世界 500 强
本报讯 8 月 3 日，
《财富》杂志在其官
网全球同步发布 2022 年世界 500 强排行
榜，
广东共有 17 家企业上榜。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依然笼罩
全球，世界经济在疫情中艰难重启。上榜
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 37.8 万亿美元，
比上年上涨 19.2%。中国共有 145 家公司
上榜，
数量继续位居各国之首。
记者梳理统计，广东共有 17 家企业入
围，分别是：中国平安保险、正威国际、南方
电网、华为投资、腾讯、碧桂园、招商银行、
万科、广汽、美的、中国电子、广州建筑、深
投控、比亚迪、顺丰、广药集团以及格力。
其中，比亚迪和顺丰 2 家企业新晋上榜。
（彭琳 许宁宁 王彪）

世界最大断面公路隧道
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竞赛现场
绕科学设置薪酬津贴、加强劳动卫生保
护、完善意外伤害保障等议题开展现场模
拟集体协商。参赛队伍各展所长，依据竞
赛给定的案例信息和数据，灵活运用协商
策略技巧，努力寻求企业和职工双方利益
的平衡点。
“竞赛中的每件案例都让我们深受启

单位供图
发！”获得竞赛一等奖的高明参赛队伍表
示，竞赛过程中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时有
发生，团队会充分以“为企业解决问题，为
职工解决困难”的立场出发进行协商，
“在
这次竞赛中，我们也学习到其他参赛队伍
的优秀观点，对参加省集体协商竞赛有很
大的帮助”。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梁鸿杰 通讯员
肖旺 陈超）
“热烈庆祝深圳市盐港东立交
工程 G 隧道 492m2 大断面二衬顺利浇筑完
成！”随着工地上拉起醒目、喜庆的红色横
幅，
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深圳市盐港东立交
工程 G 隧道二衬宣告全部浇筑完成，
标志着
世界最大断面公路隧道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这条隧道设计结构特殊，集超大断面、
超小净距为一体。项目团队创新提出了适
合本项目特点的“保留中导坑，两侧导洞先
行施工”的双侧壁导坑台阶法开挖工法，在
确保超大断面隧道施工安全的同时，也提
高了隧道开挖施工的效率。据悉，该成果
通过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科技成果鉴定，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