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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参保人

因患眼白内障，在定点医疗机构行白

内障手术所发生的门诊或住院医疗

费用， 纳入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 以下简称统筹基金）

支付指定手术

单病种范围。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医

保局获悉，《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

市财政局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

于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

付眼白内障摘除及人工晶体植入术

指定手术单病种医疗费用范围及标

准的通知》

（ 公开征求意见稿）

发布，

根据该意见稿，参保人员进行白内障

手术发生的人工晶体材料费用纳入

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最高限额标准为

1800 元/个。

进行白内障手术不设起付标准

意见稿称，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

（ 以下简称参保人员）

因患眼白内

障，在具备条件的本市社会保险定点

医疗机构

（ 以下简称定点医疗机构）

行眼白内障摘除及人工晶体植入术

（统称白内障手术） 所发生的门诊或

住院医疗费用，纳入社会医疗保险统

筹基金支付指定手术单病种范围。

据介绍，参保人员进行白内障手

术发生的人工晶体材料费用纳入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的最高限额标准为

1800 元/个。 参保人员实际发生的人

工晶体材料费用低于最高限额标准

的，按实际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

此外，参保人员进行白内障手术

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设统筹基金起付

标准，由统筹基金按各险种参保人员

住院医疗费用的相应比例支付。 属于

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中的乙类药

品和诊疗项目，参保病人按比例先自

付的费用标准调整为零。

政策于

7

月

1

日起施行

意见稿表示，参保人员自主选择

并经本人或其家属签名确认的超过

人工晶体材料限额标准费用、超过医

疗保险服务设施范围及标准的费用

（ 以下统称超标准费用）

，由参保人员

全额承担；未经参保人员或其家属签

名确认的超标准费用，由定点医疗机

构全额承担。

参保人员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白内障手术发生的医疗费用，属

于参保人员支付的部分，由定点医疗

机构与参保人员直接结算；属于统筹

基金支付的部分，由定点医疗机构先

予记账，每月汇总后向社会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怎么办？ 对

此，意见稿规定，参保人在异地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白内障手术发生的基

本医疗费用，符合零星医疗费用报销

管理规定的，人工晶体材料费用按限

额标准给予核报，低于限额标准的按

实际发生费用核报；人工晶体材料费

用以外的其他基本医疗费用按有关

规定支付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

此外， 符合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按

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执行。

意见稿称， 通知拟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有效期 5 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赵明）

见过车轮被盗，见过后视镜

被盗，车内饰失窃的事，那就鲜有了，

更奇葩的是，新内饰盗就盗了，窃贼

还把自己车上的旧内饰帮你换上，来

个“狸猫换太子”， 真是让人哭笑不

得。 3月17日，车主王先生将车停在大

学城路边，结果就遇到这样一件奇葩

事。 近日，番禺警方将嫌疑人抓获。

据了解，嫌疑人是一名网约车司

机， 他看见路边的车跟自己的一样，

就打起了歪主意。 目前，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车停路边内饰被“狸猫换太子”

王先生的车是一辆黄色的飞度

小车。 据他介绍，3月17日，好朋友结

婚，要喝酒，不能开车，于是当天下午

4时许， 他就将车停在大学城南地铁

站旁边的路边， 自己过去参加婚宴。

离开之前，他已确定车门是锁的。

第二天上午11时许， 王先生酒

醒后， 便来到大学城取车。 “车没

撬开， 我是正常打开的。 坐上去总

感觉哪里不对劲， 车内饰不是我的，

很破旧，” 王先生说， 他开始以为上

错车了， 于是下车确认， 车牌， 外

观都是自己的。 王先生简直不敢相

信眼前的一切， “外壳是自己的，

内饰不是， 我还正常开锁”。 于是，

王先生选择了报警。

王先生说，他查看发现，车的座

椅、皮套、仪盘表、气囊全被换了，连

车载充电器也拿走了。“我自己的车

才开了15万公里左右， 被换表后，变

成了23万公里。 ”王先生说，仪盘表上

面的面板也换了，多了一个明显的圆

圈痕迹。“引擎盖也打开了，可能想把

发动机也换了，但可能时间来不及。 ”

王先生说。

王先生在驾驶位座椅皮套后面

的袋子里找到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些

淫秽的册子，还有卖酒的广告，上面

还有微信二维码。 他扫二维码加微

信，查看了对方朋友圈，朋友圈显示，

微主也有一辆飞度，仪盘表上面的面

板也一个明显的圆圈痕迹。

嫌疑人只承认换了座椅皮套

警方接报后到场调查取证。 近

日，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5月7日，记

者从番禺警方了解到， 嫌疑人姓黄，

29岁，广州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他

看见路边的车跟自己的一样， 比较

新，而自己的很旧了，于是就打起了

歪主意。

不过，据了解，嫌疑人只承认换

了座椅皮套，其他不承认。 目前，嫌疑

人已被警方控制，案件仍在进一步侦

办中。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李

柰 张毅涛）

昨日，记者从广州警方获悉，5

月 5 日，一名女事主被假“客服”办“退

款”，骗了 210 万元。

5 月 5 日晚，广州市反诈中心接到女

事主林某报警，称当天上午其手机接到冒

充某电商平台客服的诈骗电话，对方告知

事主其购买的商品有质量问题，现帮其办

理退款理赔手续，随后双方互加微信进行

联系。 沟通过程中，“客服”要求事主提供

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事主提供

后发现其两张银行卡无故被盗刷了 72 万

多元。“客服”谎称是“平台操作失误”误扣

了事主的资金，但会返还给事主，又以此

为理由要求事主配合“客服”做银行转账

对冲操作，才能将资金分笔返还给事主。

当天下午，事主在网上银行分多笔向

对方提供的私人银行账号转账共计 270

多万元。其间对方曾有部分资金返还到事

主的银行账户

（ 实际上是骗子为博取事主

信任，诱骗其继续转账）

，直至在事主一次

性转账 100 多万元后，对方借口“系统异

常”要等第二天才能处理。 事主随后越想

越觉得不妥，再尝试联系对方，才发现微

信已被拉黑，电话也打不通。据事主统计，

扣除已返还的资金，共损失 210 万元。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

近日，农

行广州梅花园支行职员在营业厅填单台

发现一个客户遗留的手机。最终银行职员

通过翻查监控录像，查阅传票等方法确认

失主身份，并物归原主。

据介绍，当时该职员在确认周边没有

手机主人后，立即将相关情况报告运营主

管。 想到客户遗失手机后焦急的心情，运

营主管立即着手调阅大厅监控视频，通过

耐心的回放和比对，最终确认失主。 之后

运营主管通过查询柜台录像、查阅传票相

关信息等方法，历尽波折终于找到遗失手

机客户的其他联系方式。

当天下午 2 点左右，该客户前来网点

认领手机。

白内障手术费用纳入医保

不设起付标准，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材料费最高报销1800元/个

5 月 14 日前，市民可以通过信

函、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

（ 请勿致

电）

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信地址 ：

广州市梅东路 28

号

（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

处）

，邮编：510600

电子邮箱：

gzyb319@163.com

意见建议反馈渠道

假“客服”办“退款”

诈骗事主210万元

如遇 “客服 ”主动来电要求办理 “退

款、理赔”手续，需提高警惕，建议通过其

他途经多方核实，如通过网购平台直接联

系商家，或拨打快递官方客服电话 ，千万

不要跳出原有平台进行线下交易。

不要随意提供银行卡等私密信息，不

泄露密码、验证码，不让他人远程操控电

脑。 切勿随意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

也不要向外人提供付款条形码或

18

位数

字付款码， 更不要轻易点开来历不明的

“网页链接”。

如发现支付宝、微信账号或银行卡内

的资金被无故转走， 请尽快更改密码，同

时联系支付宝、微信、银行客服反映处理，

并拨打

110

电话报警。

接到陌生电话，如有疑问 ，请立即拨

打

110

电话求助咨询。

反诈中心提醒

客户遗落手机

银行职员查监控找失主

小车路边停一夜 内饰全被“调包”

嫌疑人被抓后称该车跟自己的车一样因此动了歪主意

王先生停在路边的黄色小车，内饰全被“以新换旧”。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摄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