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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函

A类

对政协普洱市四届四次会议
第 124号提案的答复函

孔丽委员：

您在政协普洱市四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发展健康

养生养老的建议》（第 124号提案），已交我单位研究办理，

现答复如下：

一、普洱市健康养生养老工作推进情况

（一）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完善康体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586个，其中，医院 62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 1486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6个，其他卫

生机构 2个。全市编制床位 12349张，实有床位 15995张，

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 2119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6316

人）。以三级医院为核心，搭建了市级综合医院医疗联合体、

中医医疗集团、精神卫生专科联盟体建设；各县（区）以二

级医院为龙头，以县乡村一体化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医疗

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简化审批流程，按

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开医疗服务市场，鼓励社会力量



办医。“普洱国际医学和康养中心建设项目”已签订框架协

议，该项目预计投资 50亿元为普洱市打造一个囊括医疗、

培训、康养、扶贫的国际医学中心。目前我市社会力量办医

已涉及老年病、肾脏病、骨科、眼科、精神卫生、妇产科、

中医及健康体检等多个专科领域，有效弥补了公立医院不足。

共谋划上报综合性医院、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精神专

科、紧急救援、医废处置、医养结合等十个专项 96个“补

短板、增动力”省级重点前期卫生项目，规划总投资 276亿

元。

（二）以养生养老为重点，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发展

普洱市先后出台了《普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卫生

计生委等部门关于开展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实施方

案的通知》（普政办发〔2017〕210号）、《普洱市卫生计生委

普洱市民政局关于做好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服务

工作的通知》（普卫〔2017〕145号）、《普洱市关于建立完

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普卫〔2020〕106号）、

《普洱市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实施方案》（普卫〔2020〕

83号）、《普洱市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和医养结合

机构管理指南（试行）》（普卫〔2021〕12号）等系列文件，

在政策措施上引导、支持医疗和养老深度融合，努力构建管

理规范化的发展格局。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和民政部门积极推

进，全市医养结合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建立了养老机

构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乡、镇卫生院）或其他养老机

构的签约服务机制，建立二级（县级）以上综合医院与养老



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截止 2020年底，全市运营的 36

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医务室的有 2家，与医疗卫生

机构签订医养合作协议的 33家。协议就双方责任、权利义

务、服务项目、服务方式等事宜作出了明确。二是开通养老

机构与医疗机构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进一步规范全市各级

医疗单位的绿色通道，在二级及以上医院门诊大厅、住院部

大厅、体检中心、乡镇卫生院门诊大厅等醒目位置，统一悬

挂绿色通道标识，为老年人提供优先挂号、优先就医等便利

服务。目前，全市累计开通老年人绿色就医通道 189个。三

是严格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

服务管理工作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历次老年人健康

体检结果，每年对辖区内 65岁及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进

行两次医养结合服务，内容包含血压测量、末梢血血糖检测、

康复指导、护理技能指导、保健咨询、营养改善指导 6个方

面。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门进行服务。为 65

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评估与健康服务。四是鼓励医疗

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对口支援、合作共建，探索建立医

疗养老联合体，为老年人提供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五是

鼓励执业医师到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支持专

业人员在养老机构开展疾病预防、中医养生等非诊疗性健康

服务。

（三）以科研机构和医药企业为重点，打造健康产品制

造中心

一是截至 2020年末，普洱市生物药种植面积 56万亩，



产量 3.99万吨，综合产值 72亿元。生物药产业企业 115户，

开展特色、道地和珍稀药材优良品种选育种植, 15家企业被

认定为云南省“定制药园”，33家企业获中药材科技示范园

等三项认定。普洱良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滇及”牌白及 2018

年、2019、2020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云南省“十大名药材”，

云南高山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康恩贝高山铁皮”牌铁皮

石斛 2019年被评为云南省“十大名药材”。二是引进院士专

家及其团队，在生物医药领域建立省、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58个,建站成果逐步显现。三是发展民族特色医疗，发展以

彝医、哈尼医、拉祜医、傣医、佤医为代表的特色民族医药

服务；以端午节为平台，加大中医药民族医药宣传，整理出

版了“养在普洱”“寻味百草根”和“天赐普洱.璀璨民药-

普洱市哈尼医药传承简纪”三部专题片；挖掘、整理到民族

民间单验方 30000多个；编写出版民医族药书籍《食药同源》、

《云南思茅中草药选》等民族药书籍 29本。四是物医药产

业取得了一批科技创新成果。野生中药材人工驯化种植、良

种选育取得突破。先后完成了铁皮石斛、白及等野生中药材

人工驯化种植及良种选育，培育出 5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

材新品种。林下三七仿野生种植试验获得成功，实现思茅松

林下三七种植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创新药物、保健品研发

取得进展。普洱市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立足传统民族民间医

药，先后研制出了对常见病、疑难病和地方病有特殊疗效的

民族医药制剂 50种，其中灯台叶片、防感片已获得国家批

准文号并产业化，22种制剂获得云南省院内制剂生产许可。



2020年思松牌铁皮石斛颗粒获得国家保健食品证书；云南大

唐汉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植物饮料“不染汤”、保健

品“龙血竭牙膏”陆续上市。普洱淞茂医药集团根据地方资

源特色，开展“开心散、槐花散及幸夷散”经典名方制剂研

究、中药配方颗粒及中药破壁饮片急性毒性实验研究。普洱

联众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美藤果蛋白特膳食品、美藤果

壳降血压功能性食品及特色健康的功效护肤品的研究与产

业化进行探索。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开发

的帝泊洱茶珍，在 190个国家注册，在 14个国家出售。帝

泊洱卓清速溶普洱茶是中国目前唯一款以纯茶叶为原料的

保健食品。

二、对五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一）医保政策向康复康养和养老产业倾斜

一是积极支持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近年来，普洱市医疗

保障部门积极响应国家、省、市号召，大力支持和促进健康

养生养老产业的发展，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医疗机构按照

自愿申请的原则及时纳入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协议单位管理。

二是深入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防范基金风险，发

挥医疗保险在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中的作用，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运行，根据《普洱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普政办发〔2018〕26号）等有关文件

精神，结合普洱市实际，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对城镇

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基金收支预算为基础，按照



“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充分考虑各定

点医疗机构发展规模，结合上年度发生的医疗费用等因素，

客观公正对统筹区内的公立、民营医疗机构下达年度总额控

制指标。

（二）建立与普洱市人民医院、普洱市中医医院的联合

转诊制度

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进行合作是合理促进民营医院发

展、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并保障医疗安全的重要举措，既可推

进医疗资源、医疗技术、设备设施优势互补，又能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健

康服务的必然需求。2021年 7月 22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印发了《云南省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合作试点工作方案》（云

卫医发〔2021〕2号），方案中的试点合作范围包括医疗联合

体建设、双向转诊服务、远程医疗服务、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共享、医师多机构备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医养结合、

合作办医等，方案就双向转诊服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合作

方式上，社会办医承接三级公立医院下转的康复、护理、安

宁疗护业务。公立医院承接社会办医危、急、重症的转诊及

救治；在合作要求上强调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确

保医疗安全。

（三）支持康复——养老的贷款审批，给予便捷、优惠

的相关政策

为加快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民

间资本潜力，促进社会力量逐步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体，



加快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普洱市 2018年 9月印

发《普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实施意见》（普政办发〔2018〕92号），在《意见》中对

符合有关资质条件的社会力量用自建产权用房兴办养老机

构按照每张床位 10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租赁

用房兴办养老机构按照每张床位 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

建设补助，补助资金按省、市、县（区）5:3:2的比例承担；

对社会力量自建产权用房兴办的护理型养老机构，护理老人

入住率达到 60%及以上的，在一次性床位建设补助的基础上，

按照核定床位每张额外增加 2000元补助；租赁用房、护理

老人入住率达到 60%及以上的，在一次性床位建设补助的基

础上，按照核定床位每张额外增加 1000元补助。以上补助

从 2019年 1月开始执行。

2020年 1月实施的《云南省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资助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对我省养老机构运营资助根据

养老机构收住服务对象身体状况、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诚信

状况、医疗服务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以养老机构实际收住

服务对象的床位数、月数等作为资助计算依据，按照每床每

月 50元至 260元不等的标准予以资助。对社会力量兴办养

老机构（含公建民营）运营困难的，其经营收入与所获运营

资助资金不足弥补运营成本（费用）而形成亏损的，县（区）

可在第五条第二款至第五款资助标准的基础上再上浮 20%的

幅度内予以补助。运营成本（费用）仅为：工作人员工资、

设施设备日常维修费、水电气费、电视收视费、物业管理费。



（四）批准开通全国医保

普洱市医疗保障局全面加强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服

务工作，2017年 6月，按照国家和省局相关工作要求，普洱

市实现了同步推进，于当年 8月实现了职工、城乡居民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截止 2021年，普洱市有 68家定点

医院开通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及各县区重点乡镇卫生院）。其中，17家定点医院开通普通

门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业务，其中符合条件的定点医院同时

开通了特慢病就医直接结算。

（五）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发展普洱中高端的养

老产业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目前普洱市正在组织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

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结合普洱本地人口结构、老龄化发

展趋势来编制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因地提出养老服务设

施用地的规模、标准和布局，充分考虑养老服务设施数量、

结构和需求，并将编制完成的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落实“多规合一”，确保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合理、规模适宜。

二是多措并举，全面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在出具新建住宅小区项目用地规划条件时，根据相关

规范规定及城市规划提出配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用房

的标准要求并纳入合同；在新建住宅小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

方案审查时核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是否符合规划要求；

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情况核实，对



未按规划要求配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项目不予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三是认真做好养生养老产业项

目规划建设。目前，普洱市洗马湖北侧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建

设中，云南·普洱医康养综合体项目已确定选址，项目规划

设计正在进行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下一步规划管理

工作积极引导，合理规划布局与医疗、休闲、旅游相结合的

养生养老产业，全力打造普洱市中高端的养生养老服务产业。

感谢您对我市医养结合和老龄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马 俊 18724899279

附件：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普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 8月 27日

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市委办公室

（市委督查室）。

（注： 办理结果分类，即标明 ； 是否公开，即标明 公开 或 不公开 ）



附件

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姓名 标题、编号

承办单位

面商率 面对面协商

通过电话、

传真等方

式联系

没有

联系

满意率

对承办部门办

理态度的情况

反馈

满 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对办理结果

的情况反馈

满 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解决率
类 类 类

具体意见、建议：

注： 请注明建议、提案标题和编号，面商情况、办理结果请在相应 内打
； 对承办单位办理工作的意见建议请在 具体意见、建议 栏中填

写，并于收到此表 个工作日内交由主办单位报市政府办议案科，或
直接传真、寄送市政府办公室议案科。联系电话传真： ，邮
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