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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
医保局 17日发布《2019年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目录
调整旨在优化药品结构，提升医保
药品保障水平，缓解参保人员用药
难用药贵问题。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常规目录将于今年 7月发布，
谈判准入目录于 9-10月发布。

按照方案，调入的西药和中成药
应当是2018年 12月 31日（含）以前
经国家药监局注册上市的药品。 优
先考虑国家基本药物、 癌症及罕见
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 慢性病用
药、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据介绍，根据医保制度保障功能
定位及医保用药的基本原则，一些药
品不能纳入目录范围，比如主要起滋
补作用的药品，含国家濒危野生动植
物药材的药品，预防性的疫苗和避孕
药品等公共卫生用药， 用于减肥、美
容、戒烟等的药品等，均不纳入目录
调整的范围内。 对于非处方药品
（OTC），国际上普遍不予报销，此次
调整原则上不再新增。

方案提出， 根据药品治疗领
域、药理作用、功能主治等进行分

类，组织专家按类别评审。 对同类
药品按照药物经济学原则进行比
较，优先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临
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品
种。

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提
下，价格（费用）与药品目录内现有
品种相当或较低的，可以通过常规
方式纳入目录；价格较高或对医保
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应
当通过谈判方式准入（独家药品的
认定时间以遴选投票日的前一天
为准）。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国
家层面调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药
品标准炮制的中药饮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已
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禁止生产、销
售和使用的，应予调出；经专家评
审认为存在其他不符合医保用药
要求和条件的，按程序调出。

据悉，本次目录调整是国家医
保局成立之后对医保药品目录进
行的首次全面调整，现行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是 2017年版，包括 2017
年、2018 年两次医保准入谈判的
药品在内， 西药和中成药共计
2588种。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全面调整
抗癌药慢性病用药等将优先调入

糖尿病足的发病与糖尿病血
管病变、神经病变有关，同时也与
足部外伤有关。 在控制好血糖、血
压、血脂以及戒烟等危险因素的基
础上，要注意以下方面：

1. 养成每天检查足部的好习
惯。 要注意足部皮肤颜色、温度是
否有变化，是否有趾甲内陷、胼胝
体、糖尿病性水疱，是否有沙粒、钉
子等异物导致的足部外伤、 擦伤，
趾缝间是否有皮肤感染、破溃等。

2. 学会洗脚。 水温要小于
40℃， 最好用温度计测量水温，因
为有糖尿病神经病变的人其温度
觉是明显减退的。没有糖尿病神经
病变的人可以先用手试水温，避免
过热烫伤皮肤。用中性肥皂洗净足
部，用柔软、吸水性强的毛巾轻轻
擦干， 注意避免擦破趾缝间皮肤。
擦干后涂上润滑液或者营养霜，保
持皮肤柔软性， 但慎用于趾间，以
免透气性差损伤皮肤。

3.正确修剪趾甲。 修剪时不要

把趾甲剪得太短， 剪趾甲最好平头
剪，用小剪子将趾甲边缘修剪圆滑，
避免尖锐的利器修剪趾甲两端。 有
视力减退者请家人帮忙协助完成。

4.选择合适的鞋袜。合适的鞋
子应该是鞋尖宽大， 不挤压脚趾，
平跟厚底， 选用软皮或者布面料。
新鞋应先试穿半小时，检查足部没
有挤压或者摩檫后再逐步增加穿
用时间。 袜子应该透气性、吸水性
好、松软暖和，软面料或者棉织品
比较合适，袜腰要松。 袜子应每天
换洗，保持清洁。

5. 糖尿病患者至少每年到医
院检查足部一次，有糖尿病足危险
因素（血糖控制较差、血管神经病
变、吸烟、皮肤皲裂等）的患者每
3-6个月检查一次，如发现足部溃
疡要尽快及时处理。

如何做好足部护理
预防糖尿病足？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财政
部18日对外发布,今年3月,全国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6245亿元。 其中,一般
债券2335亿元,专项债券3910亿元。

按用途划分, 今年3月我国发
行新增债券达4886亿元,发行置换
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359亿元。

从一季度看, 全国发行地方债
14067亿元, 其中, 一般债券6895亿
元,专项债券7172亿元;按用途划分,
发行新增债券11847亿元,置换债券
和再融资债券2220亿元。

财政部通告显示,一季度地方
债平均发行期限为7.7年, 其中,一
般债券8.5年,专项债券6.9年;平均
发行利率3.35%, 其中, 一般债券

3.37%,专项债券3.32%。
截至3月末,全国地方债余额为

196194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
限额之内。 其中,一般债务115559亿
元, 专项债务80635亿元; 政府债券
193043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
府债务3151亿元。

今年 , 全国地方债限额为
2407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为133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为
107685.08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
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一
季度发债进度和使用情况都超过
预期。今年地方债发行与实际需要
紧密结合,既在“开前门”稳投资促
消费方面显现巨大作用,也为“堵
后门”防风险提供了保障。

我国 3月份
发行 6245 亿元地方债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18日电 在人
迹罕至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
玛干腹地，一群曾被视为“野人”“遗民”
的克里雅人，百年来隐居于此。

在漫溢的河道和散布的胡杨间牧
羊为生，被劳累压弯了腰，被风沙磨蚀
着肌体，“半原始”的生活里，时光仿佛
停滞不前。

随着扶贫攻坚的不断深入， 这个
地处新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最后
沙漠部落”开始迁离，挥别落后的生产
生活方式， 迁入通水通电通路的现代
新村。

苍茫大漠中，一场历史性的迁徙正
在拉开序幕。

遗落沙海的“野人部落”

依明·买提库尔班世代生活在 “死
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

这片沙漠北抵天山， 南至昆仑，占
据了几乎整个新疆的南部。有赖于一条
发源于昆仑山、延伸至沙漠中心的克里
雅河庇佑，依明的先辈们百年来散居于
河流尾闾。

河流所到之处，沙漠里奇迹般生出
胡杨、红柳来，沙洲被植物割据成斑块
状。 而河流因地转偏向力向东飘移，或
是水源不足断流之处， 沙漠便以最粗
暴、快速的方式夺回领地，挣扎生存的
文明顷刻便被鲸吞。

1989年，于田县在此设立达里雅布
依乡，乡政府位于村民相对聚居区。

但因大漠阻隔、极度封闭，这里至
今依旧与外界联系不密。即使有众多学
者来到达里雅布依考察研究，但对克里
雅人的来历、血统至今尚无定论。

从沙漠南缘沿着几近笔直的双车
道柏油路向沙漠深入 90公里， 就到达
了达里雅布依从 2017年开始建设的易
地扶贫搬迁点， 再往前便没有了道路。
一年多以前， 连这 90公里的路也是没
有的。

记者一行经历了陷车、迷路，在高
大沙丘、胡杨枯木与河道淤泥中反复颠
簸近 7小时后， 来到了距于田绿洲 240
多公里处的克里雅人家园。 而过去，这
条路赶着骆驼需要走 13天。

地的贫瘠程度决定了这里户与户
的距离，相距最近的人家也要隔上几公
里，只有这样，草木才能勉强支持赖以
为生的羊群吃饱。

这些年来，现代生活方式对这里的
渗透缓慢进行着。

手机开始在年轻人中普及，摩托车
代替了驴子和骆驼，稍微富裕的人开始
用二手皮卡车拉货赚钱，一些人家出现
了洗衣机、冰箱甚至电视。这些，得益于
政府以及爱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

依明和孩子的希望

依明的家距离乡政府还有 30多公
里。在他家不远处的喀拉墩佛寺遗址壁
画上，能找到他家那样的屋子———用胡
杨、红柳、芦苇，以及克里雅河的淤泥盘
搭而起，不用一颗钉子的“芭子房”。

从依明家高于周边的沙丘院落中
看出去，克里雅河蜿蜒北去，漫出的河
水缠绕包裹着院落。 院落中的细沙，被
妻子艾比比汗·达曼扫得干干净净。

今年，他家作为贫困户被列为搬迁
对象，年底之前，他将作别眼前这幅景
象。

每天晨光顺着红柳条的间隙洒在
屋里， 依明便起床裹上老旧的棉背心，
踩着一双缝补过的、夫妻共用的粉色拖
鞋出门去喂羊。

3 年前， 依明在县城的巴扎上用
140元买了一个能够报时的老年手机，
家中信号微弱，他习惯把手机放在院中
的胡杨树上，这棵树也被戏称为“信号
树”。

虽然手机在每个整点总会大声报
时， 然而一家人依旧习惯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

瘦小的他腿已明显罗圈，“80 后”
的他， 脸上的褶皱在朝阳里十分明晰，
黝黑、粗糙的手里拎着喂小羊喝水的蓝
塑料桶，遍布全身的沙粒甚至裹挟了头
发，整个人显得“雾蒙蒙”。

这些年，依明除了养羊，还开始学
习在红柳根部嫁接风靡当地的肉苁蓉，
这个新的致富手段，让一家去年的人均
纯收入第一次达到了 4000元。

依明家屋顶上的太阳能光伏板，是
2002年中国与荷兰政府合作项目“丝绸
之路光明工程”提供的，那一年依明第
一次用上了电，告别了拿稀罕蜡烛与柴
火照明的日子。

但是至今，他的家里还没有任何电
器。因此去乡政府附近的小商店里买来
的一小撮蔬菜和按“预算”宰的羊，都被
他寄存在 5公里外的朋友家，邻居家有
冰箱。

除了日复一日的劳作，最牵绊依明
的就是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的两个儿
子。

4年前， 依明的大儿子比拉力·依
明在政府的帮助下， 与达里雅布依同
龄的小伙伴被送到于田县城免费就
读。 一年后，第二个孩子也成为其中的
一员。
两兄弟每年只能在寒暑假回家。思

念父母的二人在得知可能举家搬迁的
消息后激动不已，因为搬迁后，他们每
周都可以回家见父母，爸爸还可以去某
个工厂打工。

改变，正在发生

据乡政府统计，达里雅布依共 369
户 1342人，2017年开始，有 102户 396
人已经搬迁至达里雅布依小镇易地扶
贫安置点，2019年年底前， 又将有 114
户 443人搬迁。

在依明父亲的眼里， 越来越大的
风沙，以及越来越不稳定的河水，让他
茫然不知所措， 他记得每年持续 7 个
月的沙尘中， 最大时他竟找不到回家
的路。

2016年，生态恶化与脱贫攻坚的双
重考虑下，于田县政府将达里雅布依搬
迁提上了议程。 2017年，政府投入资金
修建了深入沙漠的 90 公里柏油路，并
为贫困户建设了安置房。

“最难做的还是思想工作。 我们也
考虑过将他们彻底搬到县城，让他们住
进楼房，但是老乡们不愿意，他们选择
了如今的搬迁点。 ”于田县扶贫办主任
唐明生说。

皮卡装车，带上家当，一户又一户
人家离开久居的房子。他们将羊和大芸

地托管给亲朋， 并在政府的帮助下，有
组织赴疆外或本地就业。 每家除每人
25平方米的新房外， 还增加了 20平方
米的旅游接待标准间，以便今后达里雅
布依发展特种旅游。

幼儿园、小学、医务室、饮水安全工
程、车站、旅游接待中心等公共设施，也
已建成或正在建设中。

依明在探望儿子的途中，已经见过
了新搬迁点的样貌，不善言谈的他连续
用几个“好”来描述。

官方数据显示，于田县贫困发生率
高达 19.3%，165 个村中有 114 个深度
贫困村。 而看向更远处，是南疆沙海边
串联起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脱贫攻
坚硬骨头。

“沙漠是风景，但是无法提供牧民
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易地搬迁意味
着当地牧民摆脱穷根， 走向现代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步跨越了千年。 ”
长期关注达里雅布依的新疆大学人文
学院院长刘正江教授说。

一步千年，“最后的沙漠部落”迁入新家园

上图为新疆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的民居（2018年 9月 7日摄）；下图为达里雅
布依小镇易地扶贫安置点的房屋（2019年 3月 20日摄）

■摄影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依明在新疆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牧民课堂里学习（3月15日摄）

■摄影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刘振亚 18 日表
示， 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煤电仍是我国
的主力电源，但也面临碳排放、环境、
成本等诸多约束。 限制发电用煤，优化
全国煤电布局， 压降东中部煤电势在
必行。

刘振亚是在中电联“2019年第一次

理事长会议暨经济形势与电力发展研
讨会”发表的上述观点。

据介绍，我国面临的碳减排和污染
防治任务艰巨。 目前我国煤电装机 10
亿千瓦，占全国总装机 53%。 煤炭产生
的二氧化碳占全社会总排放量的 80%，
其中电煤燃烧排放占到总排放量的
43%。

“‘控煤’是实现碳减排关键，限制
发电用煤是必然趋势。 ”刘振亚说。

在他看来，我国燃煤发电不仅总量
过大，布局也不合理。

中电联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东
中部新增煤电装机 9600万千瓦， 占同
期全国新增煤电装机的 61%，目前东中
部煤电装机总量 6.2亿千瓦，占全国煤
电总装机的 62%。

“东中部地区煤炭资源有限，探明
储量仅占全国的 12.6%， 需要大量从区
外远距离运煤，既不经济，也不环保。大

量煤电厂导致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
严重。 但从目前看，东中部煤电远远没
有得到有效控制。 ”刘振亚说。

“解决煤电发展问题，是电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关键要控制总
量、优化布局、转变功能，为清洁能源发
展腾出空间。 ”刘振亚表示，但随着技术
进步和规模化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经
济性快速提升， 煤电将失去低成本优
势，竞争力日益下降。

中电联：严控煤电、优化布局势在必行

■新华社记者 白佳丽 高晗

宿传义 胡虎虎

■兰佳颖 刘红霞

■记者 张泉

■记者 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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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百善赵亮建筑队 2014050181号淮北市农村房屋建筑

工程专业施工队资质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李萍 3406010011001090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新 00054808、00054833、00054834 号购恒大名都二期

16—702室的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王红侠 3406010011002531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 声明作

废。

淮北市隆昌汽车装璜美容店 340600600206240号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彭苗苗 3406020012005450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 声明作

废。

黄珊珊 109631201006001831号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电子

技术专业毕业证遗失，声明作废。

化婧曦 L340756656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彪 3406030012002629 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 声明作

废。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年 5月 6日在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淮北市濉溪县淮
海路东侧工程处家属院 2#604室，起
拍价：310392元； ②淮北市相山区梅
苑路 66号金水河畔 （北区）42幢 401
室（预售房），起拍价：845019元; ③双
梁门式起重机，起拍价：260981元；④
解放车牌号：皖 F26087，起拍价：64800
元;⑤解放车牌号：皖 F25173，起拍价：
61200元;⑥淮北市相山区海宫路北侧
1幢 105室，起拍价：506039。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

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
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
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
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
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
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
卖进展不再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
15856116600宋经理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4月18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声 明

吉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