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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点赞·新作为

鉴言

□周珊珊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大病
兜底保障机制，解决好因病致贫问题。

要想啃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块硬骨头，重点
需要解决大病问题。随着医保的完善，基本医保和
大病医保的双重保障解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在此
基础上，很多地方还在进一步探索。

比如说，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只要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原有基础上，可以再报销一个比例。
还有一些地方创新机制，探索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
财政拿出资金为贫困户买保险，贫困户出小头甚至
不出，利用商业保险这个杠杆，集合更多的资金发挥
共济作用。体现在报销上，就又是一笔支援。

有的贫困群众经过这四五重的报销，实际报销
率甚至可以达到90%以上。这也就意味着，贫困户得
了需要几十万元治的大病，最后可以把自付的部分

控制在几万元以内。再加上民政帮扶和慈善关怀，
因病致贫、返贫就能够大大缓解。

当然，尽量报销并不等于治病全包，仍需守住适
量适度原则，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除了报销，分级诊疗也很重要。要加快医联体建设，
发展“互联网+医疗”，让大医院带好小医院，确保优质医疗
资源能向县乡下沉，全面提升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让群
众在家门口享受城市大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同时，还需
大力实施面向贫困地区的各种医学人才培养工作。

还要继续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疾病防
控。积极推动关口前移，更加重视妇女、儿童、老年
人和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保障，加大健康教育
工作力度，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卫生习惯，
让贫困地区群众少生病，力争从源头上遏制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持。脱贫攻坚不让一个
人掉队，大病兜底保障机制需要不断完善。只要综合
施策、做实做细，斗赢“病魔”、拔掉“穷根”就会更快些。

健健康康奔小康

编者按：
很多生活困难的老百姓担心，一旦得病，便会倾其所有，陷入贫困。实际上，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卡数据，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占42%以上，上述两者仍是造成贫

困的重要原因，所以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中极为艰巨的任务。近日，自治区在健康扶贫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出台了《关于健康扶贫工作推进方案》，提出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等制度的衔接机制，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形成医疗保障合力。

□本报记者 帅政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脱贫
攻坚这块“硬骨头”中的“硬骨头”。在
健康扶贫的过程中，围绕让贫困群众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目标，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民政厅、财政厅、人社
厅、扶贫办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内蒙古
自治区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对重病兜底保障
实现全覆盖，为贫困群众撑起“健康保
护伞”。

赤峰市林西县土庙子村孟相林，
儿子患上白血病花掉40多万元。这
些年来，他不仅要东挪西借还旧债，更
为儿子继续看病犯愁。一人患大病，

全家都倒下，他们家成为村里典型的
因病致贫户。

从2017年开始，孟相林的儿子享
受了林西县贫困户大病兜底政策，不
管这一年花费多少钱，个人只需要支
付3000元。“孩子每年固定去医院4
次，一次花1万多，砸锅卖铁也看不起
了。而去年，我们只花了3000元钱，
总算能喘口气了。”孟相林脸上的愁容
少了许多。

据林西县扶贫办主任赵光明介
绍，林西县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
了大病兜底健康扶贫工程。按照政
策，因病住院个人自付费用不超过政
策内总费用10%，单次或年累计不超
过3000元，并把42种慢病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门诊补偿，个人只需自

付5%。此外，林西县还对贫困患者实
行“一站式”服务，开通绿色通道，住院
不用交押金，出院时只需结算个人应
付部分。

不久之前，自治区出台《关于健康
扶贫工作推进方案》，进一步完善兜底
保障机制。《方案》提出，全区各级党委
政府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慈善
救助等制度的衔接机制，对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形成医疗保障合力。以盟市
旗县为单位设立贫困人口大病保障基
金，对建档立卡贫困大病患者住院费
用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疾
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报
销后个人负担费用给予兜底保障。到
2019年完成贫困人口脱贫任务，2020

年巩固救治成果。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二道桥镇甲

一村的郭润桃自2013年发现患有重病
以来，辗转呼和浩特、银川、北京等地治
疗，先后做了4次手术，家里的十几亩地
全靠亲戚和村民照顾，生活极度贫困。

“因病成了贫困户，要是没有这些
好政策，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人
和这个家就彻底完了。”面对疾病折磨
的郭润桃，每每想到治疗费用有着落，
心里就感到些许安慰和踏实。“好政策
给了我希望。以前花的钱就没法算
了，光今年这一次就花了将近11万，
医疗保险、大病报销、民政救助后剩下
的费用兜底医疗保险都给报了。”

据杭锦后旗社保局工会主席马忠
禄介绍，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重

度残疾人、农村‘五保’户、城镇‘三无
人员’、孤儿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后，剩余目录
内医疗费用由兜底医疗保险全部报
销。因突发事件造成的意外伤残、死
亡，在执行上述报销政策后，由兜底医
疗保险再赔付1万元。城乡居民和职工
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大
病保险、民政救助报销后，剩余医保目
录内医疗费用由兜底医疗保险按比例
给予再次报销，最高报销费用30万元。

从 2016 年开始，自治区对全区
12个盟市贫困人口开展了逐户、逐
人、逐病的核实核准工作，最终确认患
有 大 病 、慢 病 、重 病 的 贫 困 人 口
175416户、232834人，其中患儿童白
血病、儿童先心病、胃癌、食道癌等9

种大病的贫困人口有3799人。目前，
已有3670名大病贫困患者得到救治。

下一步，全区各地将认真落实一
站式结算和先诊疗后付费工作，使贫
困患者在出院时只需支付自付医疗费
用。同时，加快建立贫困地区分级诊疗
制度，坚持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优先
为贫困人口提供立体化、连续性的健康
管理和基本医疗服务。面对基层医疗
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自治区卫计委将组
织实施京蒙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和城乡
医院对口支援，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对急危重
症、重大疾病的转诊能力，方便群众就
近得到较高水平的基本医疗服务，缓
解看病难问题。

图说 民声快线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兜底机制为贫困户撑起兜底机制为贫困户撑起““健康保护伞健康保护伞””

□李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27日下
午全票表决通过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英雄烈士的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禁止歪曲、丑
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宣扬、美
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将依法惩处直至追究刑
责。 （4月27日新华网）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回望历史长河，
无数英雄烈士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信
仰。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国各族人民不
懈奋斗伟大历程、可歌可泣英雄史诗的缩影和代
表，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
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揆诸现
实，从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到设立烈士纪念日，
再到以法律武器守护和捍卫英烈，无不充分体现
了国家和人民对英雄烈士的尊崇和缅怀。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
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然而，令人痛心和愤慨的
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社会上存有一股对英
烈“污名化”的不良倾向，总是有极少数人丑化、诋
毁、贬损、质疑我党我军历史上的英雄烈士。诸如
打着“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等旗号，质疑狼牙山五
壮士、董存瑞、邱少云等英雄烈士事迹。显然，以国
家之名，立法保护英雄烈士更加重要和必要。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近年来，
社会上对立法保护英雄烈士的呼声不断高涨。
顺应社会呼声，尊重人民意愿，此次通过的英雄
烈士保护法，总体来看，内容完善、法理清晰，对
于提高公众崇敬、缅怀、捍卫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的意识，促进全社会尊崇英烈、扬善抑恶，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
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放眼寰宇，
保护英雄，崇尚英雄，中外皆然。世界上很多国家
不仅设立各种纪念日以缅怀英雄，而且针对英烈权
益保护，拥有充分健全的保护立法。我国从2014
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
行纪念烈士活动，到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特别明确，侵害英
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再到此次全票通过的
英雄烈士保护法，都充分彰显了我国以法律武器守
护和捍卫英烈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意志。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
引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于此，更需要让英
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注入精神动力，激发前行力
量。让我们以学习宣传英雄烈士保护法为契机，
致敬英烈，仰望崇高，砥砺奋进，勇做新时代的搏
击者、担当者和奉献者，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更大
成就告慰英烈，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新辉煌！

立法捍卫英烈 守护精神家园

□马文基

如果说喀喇沁旗贫困发生率较高的乡镇，
一定会有王爷府镇；如果说王爷府镇贫困发生
率较高的村，那一定会是兴隆村。因为地理位
置十分偏僻，一无富足的耕地，二无丰富的资
源，三无支柱型产业，兴隆村也成为王爷府镇、
甚至喀喇沁旗脱贫难度较大的重度贫困村。

是沿着多少年传承下来的靠天吃饭的传统
继续前行，还是敢于打破旧模式，探索新途径，
走出一条属于兴隆村自己的脱贫路？路径和模
式的选择考量着兴隆村的干部群众。

人们常说，凡事不破不立。面对着脱贫攻坚这
一最大民生工程，面对着全村贫困群众的生活发
展，作为兴隆村的当家人，村委会主任薛文迎难而
上，勇于突破，敢于尝试，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愣
是走出了一条属于兴隆村自己的脱贫发展之路。
薛文也因此成为兴隆村脱贫产业发展的拓荒者。

“风物长宜放眼量”，为帮助兴隆村走出产

业发展的脱贫路，薛文与驻村工作队一起，共同
思考和谋划兴隆村的产业发展路径，拓宽脱贫
发展的空间。经过多次外出考察 、综合论证，
兴隆村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研究，最终确定实施
养鸭产业为脱贫主导产业。

薛文组织兴隆村贫困户98户234人入股种
鸭场，并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在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班子的帮助下，薛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加快养鸭场建设步伐。合作社先后筹集资金
590余万元，占地25亩，建设了钢结构保暖式鸭
棚1万平方米，饲养种鸭21300羽。其中投入产
业精准扶贫补贴资金163.8万元，喀旗扶贫办投
入项目资金30万元，争取喀旗财政村级集体经
济项目65万元，争取中轻集团捐助20万元，合
作社自筹资金达311.2万元。

为争取贫困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合作社将财
政投入资金计作贫困户股份，约占49%，能人大户
投入资金约占51%股份，并按“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原则，实现利润按股分红。合作社采取“公司+
合作社+能人大户+贫困户+村集体经济”模式运

作，由龙头企业联盛鸭业有偿提供种鸭、饲料、技
术、防疫等，由合作社自主经营，签订购销合同，按
约定价格企业回收种蛋，合作社不承担市场风险。

“虽然养鸭场刚刚成立，但是鸭子长势好，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据估算，合作
社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60万元、利润120万元。
同时能够安排4名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年人均工
资3.6万元，全村234口贫困人口年均分红3000
元左右，村集体经济实现收入6万元。”薛文给记
者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这个项目，薛文
付出了多少心血；也许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为
了这个养鸭产业，薛文的付出究竟值不值。其
间的苦辣酸甜可能只有薛文自己才明白个中滋
味。然而，无论过程有多么艰难，事业有多大的
曲折，薛文始终不改的是为民服务、造福于民的
坚韧之心、果敢之志。

“只有村民真正脱贫了、挣钱了，我就是再
苦点、累点都算不了什么。谁让咱是村子的当
家人呢。”薛文总是如此表白自己的心声。

养好鸭有钱花

多伦县“减证便民”
取消证明事项17项

近来，多伦县向社会公布了首批各类
证明事项清单，保留各类证明事项15项，
取消证明事项17项。

去年9月，多伦县开展“减证便民”专
项行动，及时制定方案，认真梳理事项，征
求部门意见，经过审核确认，形成全县各类
证明事项清单。“今后，任何单位和部门，一
律不得要求群众再开具清单之外的证明，
社区及基层单位有权拒绝开具清单之外的
证明。”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

“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建立清单的动态管
理机制，在充分听取和吸纳社会各方面意
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清单的调
整和优化，让群众办事简便化、快捷化、高
效化，最大限度地便企利民。 （高建祥）

克旗草原鼠害
得到有效控制

入春以来，克什克腾旗草原大面积发
生鼠害，据调查，主要是草原黄鼠和草原鼢
鼠。据初步统计，全旗草原鼠害发生面积
约200万亩，其中草原鼢鼠危害面积比较
严重，约80万亩。

针对鼠害蔓延的事实，克旗旗委、政府
高度重视，责令农牧业局草原站采取有效
措施开展灭鼠工作。草原鼢鼠危害比较严
重的巴彦查干和乌兰布统两个苏木政府，
还采取出资高价收购鼢鼠的办法，组织动
员群众进行人工捕杀。截至目前，仅乌兰
布统苏木已捕杀鼢鼠1600余只，使该地草
原鼢鼠数量明显减少。 （刘玉国）

近日，苏尼特右旗举办了 2018 年全旗
少儿“吉鲁根”杯蒙古象棋锦标赛，来自全
旗各学校的共 70 名小选手参赛。蒙古象
棋是蒙古民族益智类游戏，不仅凝结了蒙
古民族的聪明才智，也生动体现了蒙古族
文化内涵。此次比赛帮助小选手们培养了
兴趣，同时还提升了棋艺，也弘扬了蒙古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 孙智广 摄

披绿山川 护佑家园
连日来，扎鲁特旗香山农场组织党员干部职工、青年志愿者130余人，积极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在植树活动中，挖鱼鳞坑1.4万个，修护水

渠3800延长米，修建盘山道4公里，栽植五角枫2000株、油松1.3万株，整个治理区受益面积约3000亩。 刘浩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