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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出决定， 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 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序高
效工作，一批符合特赦决定规
定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女性
罪犯在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前夕被依法释放。他们纷纷表
示，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无
比关怀，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机会，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对家庭负责的守法公民。

“当我得知丈夫去世的消
息时，想到家中还有年幼的孩
子无人照顾时，顿时对生活和
未来失去了信心，而习主席颁
布的特赦令又给了我重生的
希望，感谢习主席，感谢政府，
感谢监狱警官在炎热的夏天
为我奔波取证。” 站在法庭上
的刘某宏激动的心情久久未
能平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
了， 能够在这样的节日与家人
团圆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情，这
个节日我会好好陪陪儿子。”

2018年，刘某宏因赌博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服刑期
间，不幸的事情在这个家庭发
生，刘某宏的丈夫在2018年11
月27日去世，留下了仅14岁的
儿子小伟独自一人在亲戚家。
“感谢特赦，让妈妈回家，我不
再孤单了。”小伟说，他会努力
学习， 将来做有益于国家的
人，回报社会。

2019年9月2日，湖南省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刘某宏完全符合特赦的条件，
根据特赦令的相关规定依法
予以特赦。 ■据新华社

“特赦令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中秋前夕一批特赦对象被依法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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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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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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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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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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医院看完病，
难免要提回一袋子
药，不同的药物能否
一起吃、 怎么吃？让
不少患者头疼。北京

22家市属三甲医院目前已开设68个
药学门诊，进入药学门诊后，药师通
过采集患者病史用药史， 提供合理
用药建议、诊后随访，每名患者约服
务30分钟。据先行开设药学门诊的
医院统计，患者半年人均花费降低
178.9元。（9月11日新京报）

“如何吃药”这个问题可能很多
人觉得简直太简单了———遵医嘱不
就行了吗？但真的这么简单吗？如果
有人同时得了两种病， 在两个不同
科室的医生那里开了好几种不同的
药，几种药应该怎么服用？互相之间
会有哪些影响？一些慢性疾病患者需
要长期服药，如何科学服药，以实现
药效最大化、副作用最小化？这些问
题一摆出来，你还觉得吃药是简单的
事情吗？

在吃药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不
少人都是缺乏相关知识的， 而由于
我国医院普遍门诊量巨大， 医生没
有足够的时间去给每个患者讲解吃
药的注意事项， 患者只能按照药单
上的指示来服用， 一旦需要服用的
药物涉及到好几种，就难免陷入“不
知道如何吃”的困惑中。“药学门诊”
的出现， 恰恰就是为了解决广大病
患面临的吃药困惑的难题。这几年，
全国一些地方如广东、辽宁、上海的

医院先后开设了“药学门诊”，均反
馈良好。这也证明，“指导吃药”确实
存在巨大的需求。

专业的药学服务其意义在于，
让患者通过医师详细的讲解和服
务，科学地服药，也是对临床诊断的
一个有益补充。 例如临床医生往往
强在诊断，但对于药物的不良反应、
药物的吸收和代谢机理、 药物和药
物乃至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可能
就缺乏把握。

另外，医疗机构增设药学门诊，
也是“以患者为中心”的重要改革之
一。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
加剧， 慢病及其并发症已经成为影
响我国中老年人群健康的主要问
题， 不少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
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科学吃药，
实现药效最大化、 副作用最小化，同
时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就
显得格外重要了。所以，卫计委医政
处处长吴文晖在谈到药学门诊开设
的缘由时，也解释到，一方面是支持
药学工作发展的需要或者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有更
多这样的需求，所以开设药学门诊既
是应运而生，也是应需而生。

在大多数患者医学常识匮乏，
又很难得到细致的用药指导的前提
下，开设“药学门诊”确实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医院
把“药学门诊”开设起来，让患者能
充分得到科学、实用的用药指导。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指导吃药”门诊，可以有！

李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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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支付

本报9月11日讯 为深入
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 省政府办公厅今天印发
《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
供应的政策措施》， 出台12条
具体措施，进一步促进生猪产
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市场供应
和价格基本稳定。该政策措施
自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实施。

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从今年起，各市州最
低生猪出栏量纳入“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考核，并纳入今明
两年省政府督查考核内容。

大力推进生猪产业转型
升级。紧紧围绕“优质湘猪工
程”， 培育区域性全产业链龙
头企业， 打造优质湘猪品牌，
促进现代屠宰和冷链物流体
系建设。

支持生猪规模养殖场标

准化建设。对新建、改扩建生
猪养殖场实行并联审批，简化
审批流程，压减用地审核备案
时间。鼓励各级政府通过股权
投资基金，以市场化方式支持
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

落实用地保障措施。允许
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
用作养殖用途不需占补平衡，
生产结束后应复垦为耕地；在
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允许
在Ⅲ、Ⅳ级保护林地内建设种
畜禽场。

保障肉品市场供应 。建
立猪肉市场保供稳价机制，
加强猪肉市场监测预警和信
息发布。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
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 恢复
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政策。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种

猪场和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
规模猪场，积极提供融资担保
服务；对“惠农担—生猪贷”担
保贷款，利率优惠按不超过央
行同期基准利率，担保费统一
优惠按年化0.5%执行。 各级
财政要给予短期贷款贴息支
持，省级贴息标准分三个档次
给予50%、40%、30%贴息。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对畜
禽养殖废弃物、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补贴
范围内农机购置，实行敞开补
贴。 对能繁母猪和年出栏500
头以上的规模猪场育肥猪实
施保险全覆盖。

文件还就规范畜禽禁养
区划定、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
设、屠宰行业转型发展、非洲
猪瘟防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等提出了具体措施。

■记者 刘勇

我省出台12条政策措施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最低生猪出栏量
纳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

9月11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中秋彩灯会上拍摄的彩灯。 新华社 图

香港举办中秋彩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