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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出台城乡居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政策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门诊用药
医保报销比例提至 50%以上

9 日 11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举行云南
省特色小镇命名授牌仪式，
21 个
“云南省特色小镇”
获殊荣。
经严格评选，云南省政府决定命名 21 个“云南省特色小
镇”，它们是：昆明市凤龙湾小镇，曲靖市鲁布革布依风情小
镇，保山市和顺古镇，红河州临安古城、西庄紫陶小镇、
“东风
韵”小镇、太平湖森林小镇、红河水乡、可邑小镇、哈尼小镇、
滴水苗城，文山州普者黑水乡，普洱市那柯里茶马古道小镇，
西双版纳州勐巴拉雨林小镇，大理州大理古城、喜洲古镇、双
廊艺术小镇、巍山古城、新华银器小镇，丽江市大研古城，迪
庆州巴拉格宗小镇。
省政府要求获命名的特色小镇要坚守“不触碰生态红
线、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通过政府违规举债来创建、不搞
变相房地产开发”四条底线，聚焦“特色、产业、生态、易达、宜
居、智慧、成网”七大要素，再接再厉，再上台阶，努力实现“世
界一流、中国唯一”
的创建目标，
切实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记者 陈晓波 张蕊

《看新时代·云南一分钟》怒江篇上线
1954 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成立，多民族团结、
自强不息建设幸福家园。在怒江，有山花烂漫的别
致景观；
有雄奇秀美的怒江峡谷；
有奔流不息的怒江
第一湾；
更有投身脱贫攻坚，
走上致富之路的各民族
同胞。9 月 11 日，
《看新时代·云南一分钟》州市系列
宣传片之怒江篇正式上线，让我们透过镜头看怒江
魅力，
感受新变化新成效。
在怒江，你能享受一种宁静而遗世独立的美
好。这里是我国最古老的珍稀动植物的荟萃地之
一，
在这里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博大与神奇。
一分钟，
皮划艇在怒江漂流 200 余米
一分钟，8 位游客置身青山绿水，领略峡谷无限
魅力
一分钟，
品尝怒江绿色滋味
一分钟，
乘坐溜索体验划过湍急江面的心跳
一分钟，
看“怒江印象”
演绎多彩风情
在怒江，你也能感受到一种奋发图强，同心协
力共谋发展的致富决心。
一分钟，2 万余元投入脱贫攻坚，致富之路越走
越宽
一分钟，
扶贫干部要攀爬 33 级天梯台阶

“可爱的中国·云南篇”之怒族

美景美食天籁……
沉醉在老姆登的时光里
“可爱的中国”系列短视频云南篇，今天出场的
是怒族。
很多人去过怒江州的“记忆之城”知子罗，却不
知道在距知子罗只有 5 公里的地方，藏着一个仿如
世外桃源般的美丽村庄——老姆登。
这是一个美得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村庄，恬静、
秀美。
“老姆登”
是怒族语的音译，
意思是
“人喜欢来的
地方”
，
它位于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而在老姆登最
佳的观景地，
我认为就是郁伍林家老屋的窗边。
那种久违的宁静和自然，
真的会让人心静如水。
老姆登村曾获得“中国最美村寨”荣誉，实在是
名符其实。
老姆登村有一家有名的客栈“怒苏哩 150 客
栈”，客栈的主人就是郁伍林和他的妻子。郁伍林
是怒族哦得得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怒族是云南特有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
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等地。
怒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怒族人常说“你
想知道我有多少歌，就去数数沙滩上的沙粒；你想
知道我有多少舞，
就去数数山坡上的树叶”。
在怒族民间歌舞中，流传于福贡县匹河怒族乡
的民间歌曲“哦得得”，是通过口传的形式传唱下来
的一种保留较为完整的怒族民间歌曲。
演唱“哦得得”时，以怒语“哦得得”为开头，一
般用四弦琵琶
“达比亚”
和口弦
“几味”
伴奏。
“哦得得”的演唱内容基本都是即兴发挥，涵盖
了怒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唱词是根据特定环境和氛
围临场创作的，有少许是祖辈流传下来的固定方
式，如敬酒时唱的“哦得得”。在怒族语言中，
“哦得

一分钟，
怒江美丽公路一米一米地向外延伸
一分钟，感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建设的“怒
江速度”
一分钟，
“ 扶贫车间”蜜蜂小镇可制作 2 件特色
产品
一分钟，
7.47 千克“致富果”
草果俏销全国
……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看怒江巨变，从人背马驮、
溜索渡江到“最美公路”的全面建设；70 年，公路里
程超过 5800 公里，GDP 从 1954 年的 593 万元到
2018 年的 161.56 亿元；怒江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
贫。走进新时代，怒江山河风采依旧，却凭借着“怒
江缺条件，但不缺精神、不缺斗志”的脱贫攻坚精
神，
共建起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美好家园。
一分钟，
梦回怒江，
看山川壮美、江河奔流，
看各
族人民生生不息、
协力发展。
《看新时代·云南一分钟》
州市系列宣传片由云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
云南网与各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联合拍摄制
作，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除“怒江一分钟”外，
其他州市的宣传片也将陆续上线，
敬请关注。
云南网记者 龙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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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一步保障好基本民生；决定出台城乡居
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政策，减轻数亿患者负
担；部署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
老需求。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把顺应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破解群众急难忧愁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
点。当前形势下，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突出保障好基本民生，
民生基础夯实了才能夯实发展基础。要把稳就业放在优先
位置，继续做好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困难企业
稳岗和职工转岗就业，为城市灵活就业和农民工打工增收开
拓更多渠道。抓紧落实猪肉保供稳价措施，纠正不合理禁养
限养规定，做好今冬明春肉蛋菜、天然气等市场供应。深入
推进脱贫攻坚。保障洪涝等灾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温
暖过冬。实施好社会保障兜底、临时救助等制度。确保基本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各部门要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期盼和
诉求，认真梳理和下力气解决涉及民生的苗头性问题和突出
问题。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大政府支
持带动社会力量投入，增加普惠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托
幼等服务供给，尊重居民意愿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
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研究支持建设一批惠及面广、补短板
的民生重大工程，
让人民群众更多受益。
为进一步加强重大慢性病防治，减轻患者用药负担，会
议决定，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 3 亿多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将其在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范围内的门诊用药统一纳
入医保支付，报销比例提高至 50%以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不
设起付线，封顶线由各地自行设定。对已纳入门诊慢特病保
障范围的患者，继续执行现有政策，确保待遇水平不降低。
推动国产降压、降糖药降价提质。加快推进集中招标采购，
扩大采购范围，降低购药成本，推行长处方制度，多措并举减
轻患者负担。这也有利于强化预防、减少大病发病率，有利
于医保基金可持续。
会议确定了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措施。一是简化
审批。养老机构举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与执
业登记“两证合一”。医疗机构利用现有资源提供养老服务
的，其建设、消防等条件，可依据医疗机构已具备的资质直接
备案。二是通过完善价格机制、取消不合理审批、实行“一窗
办理”等，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三是鼓励养老
机构与医疗、康复、护理等机构合作，支持上门服务，大规模
培养养老护理等人才。四是落实对医养结合机构的税费、用
地等优惠政策。符合基本医保范围的医疗服务费用由基本
医保基金支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按规定增加纳入基本医
保支付范围的医疗康复项目。五是发展医养保险，增加老年
人可选择的商业保险品种，
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据新华社

得”
有
“慢慢唱”
的意思。
自幼酷爱本民族文化的郁伍林，
能歌善舞、多才
多艺。1996 年，他被选派到上海中华民族园表演怒
族“达比亚”和口弦等，与同在上海表演民族舞蹈的
姑娘鲁冰花相识相恋。两人回到家乡后组建了家
庭，
并在老姆登村开办了当地第一个农家乐和客栈。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近年来，老姆登村的旅
游业蓬勃发展。在能歌善舞的郁伍林带动下，目前
当地发展了 10 余个农家乐。老姆登村的父老乡亲
通过经营农家乐、客栈和种植茶叶，逐步脱贫致富，
日子越过越红火。
郁伍林性格温和，谈吐不凡。他倾注 20 多年的
辛勤与汗水，在大山深处走出了一条个性化乡村旅
游的发展之路，成为怒江乡村旅游创业者、怒江旅
游形象代言人，他还当选为云南省政协委员。和他
聊天，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于家乡的热爱。
“我们怒族家家都有火塘，火塘能把一家人拢
在一起。不管走到哪里，走多远，我们怒族都会想
念自家的火塘。”郁伍林说。在寒暑假时，他经常会
在火塘边免费教村里的孩子们唱哦得得，弹达比
亚，
让本民族的文化在孩子们身上传承下去。
清晨，吃完苦荞粑粑后，坐在山竹搭建的千脚
楼房的阳台上，喝着郁伍林炒制的老姆登茶，晒太
阳、拉家常。
晚上，郁伍林会摆出一桌喷香的农家菜：炖得
黄澄澄的土鸡汤、蘸着他们自采土蜂蜜的苦荞饼、
薄得透明的自家腌制腊肉、怒江特产竹叶菜、红米
饭、酥油菜……让人满足得大快朵颐。
饭后，围着火塘听郁伍林弹唱达比亚、哦得得，
古朴动听的歌声让人沉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