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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中国新一轮医改的重要标志，是2009年3月
公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意见》。《意见》 被称为“新医改”路
线图，它确定了医改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这就是：到 2011 年，要“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
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到 2015
年，“基本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
为缓解公众看病难，2009年以来，中国累计投

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标准由 2009 年的 15 元提升
到今年的45元。为缓解看病贵，2011年以来，城镇
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参保（合）率均被提高到90%
以上，全民医保基本实现。政府对此的补助标准由
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今年的420元。

如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首批国家
药品价格谈判结果今年5月向社会公布。同时，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进入深水区，政府与社会联合办
医、分级诊疗制度、全科医生双向转诊等改革正取
得积极进展。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评价中国医改时表示，
“中国率先推行前沿的基层卫生服务改革，实现患
者优先，转变对昂贵的医院服务的依赖。我们相
信，这些改革将最终建立起约占世界1/6人口的卫
生体系。”

把健康摆在更重要位置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
福。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对公众健康与小康社会辩
证关系的认识，也在推进医改过程中逐步深入。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把“健康素
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3个素质
并列，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公
众具备健康素质、社会形成完善的全民健身和医
疗卫生体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占有重
要地位。

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公共医

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
民健康政策。两年后，“新医改”的路线图公布。这
期间，公众健康素质的基础——让公众免于疾病、
身体健康，成为医改的重要内容。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
中对医改的要求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强
调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
供应、监管体制的综合改革。有专家分析，这意味
着全民健康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内容。

用中国办法推进医改

实事求是地说，医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公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但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和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不过，中国人对此有自
己的办法。

上月初，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表示，
由国务院医改办和相关部门制定的“十三五”医改
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十三五”时期，中国医改将进
一步强调改革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例如，医改规划将继续支持社会办医，意在
把前期鼓励政策落到实处。政府将会集中解决其
中涉及的土地、税收政策。医保定点难、用地政
策在基层政府落实难、享受与公立医院相同的融
资政策难、科研课题申请立项难、民营医院办分
院困难等难题，也将一一破解。

“中国医改的方向是正确的。”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陈冯富珍7月29日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表
示，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医改十大重要举措与
世行和世卫组织的建议是一致的。这说明，中国医
改已找到一个好的模式，未来前景可期。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至近20年最低

中国医改让世界竖大拇指
本报记者 彭训文

“2015年，中国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
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收
入人群因病致贫的主要原因——居民个
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降至30%以
下，为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近日，由
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财政部、
国家卫计委、人社部联合发布的一份医改

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基
本实现了医保全覆盖，未来将实

现全民健康的全覆盖。

“一坛未开封的老酒”“变味谢师宴要挡住”“一
次没有批评的督查通报”……这些生活化的表述，来
自全国各地的纪检工作者。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有一个叫“纪检人·
手记”的栏目，不定时推送基层纪检工作者撰写的手
记。联缀起来勾勒出的，是基层纪检人工作的真实景
象。

人情与规矩

纪检工作，向来铁面无私。然而，从事这项工作
的人也都是有亲戚朋友、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在工
作和感情之间，如何做好平衡是一个现实考验。

在这些手记中，讲述人情与规矩的故事很多。
在安徽省淮北市宋疃镇纪委书记姚晓明身上，就

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曾任镇财政所副所长的张大军，
因挪用公款违反了纪律、受到了处分。张大军是姚晓
明多年的老战友，两人感情颇深。但姚晓明说：“我
是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执纪问责是我的天职，党
纪不容私情啊！”

他的坚持，最终赢得了老战友的尊重。张大军告
诉他，“我要感谢你，感谢你们纪委，不然我退休后
的生活不能那么坦然。”姚晓明对此也感慨：“我也放
下了’包袱’！”

在湖南耒阳纪委工作的黎鹏，妻子是一所中学的
老师，带完高三的班级，好多家长办了“谢师宴”想
宴请她。黎鹏就与党风政风监督室的同事商量，抓紧
把当地“禁宴令”精神传达到每个老师，同时当地纪

委以短信方式提醒，重申严禁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升
学宴”“谢师宴”。就这样，黎鹏妻子拒绝宴请有了

“挡箭牌”。

方法与策略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地也出台了很多相
应的措施。然而，规则不可能一一约束新问题，遇到
这种情形怎么办？这需要基层纪检工作者灵活运用工
作方法。

纪检工作不能纸上谈兵，遇到实际问题就要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山东省即墨市
纪委工作的黄祖群就在手记中说，为
解决当地基层因钱生乱的违纪问题，
该市纪委专门选取了两个风气大不相
同的镇进行调研，最终发现镇一级的
监管力度、制度严密程度、当地党员
干部担当意识等，是造成两镇反差的
原因。

江苏省南京雨花台区纪委在调查
两个社区村街干部私设“小金库”并

挪用钱款问题时，就遇到了态度蛮横的调查对象张
某。纪委同志李颖慧则细心地发现，张某的爱人是尿
毒症患者，需要每个月做 3次透析；母亲 90多岁了；
女儿正在国外念书，家里一时无人照料。为此，专案
组找到街道领导，请其派专人照顾张某的老母亲，并
送张某的妻子去医院做透析。这些行动，感动了张
某，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整个案件也顺利突
破。

用心与较真

对纪检工作来说，“用心”是必须的工作态度。
来自安徽蚌埠机关事务管理局纪工委的张闽生，

就在手记中讲到这样一次经历。一名由其局属机关食
堂聘用的工作人员，在单位里大发婚礼请柬。张闽生立
刻意识到，严禁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借婚丧嫁娶事宜敛
财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对于机关单位编制外工作人员
的规范却还是一个“死角”。此后，该局纪工委、监察室
就印发实施了更加细致的规范科级以下工作人员（含
聘用人员）的规定，使得纪检工作规范更加全面。

江苏省盱眙县纪委案件审理室的廖虹雨，则通过
仔细阅读卷宗发现了一起案件的疑点。最终经过补充
调查，确定了案情定性，既维护了纪检工作的尊严，
又没有冤枉违纪人。在此案中受到处分的陈某也感激
地说：“谢谢你们审理室的 ‘较真’，不仅帮我把案
件定性搞准确了，还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党纪课！”
而正是这些“较真”精神，让纪检人在这两年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理解与尊重。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就中国渔船和外籍货轮发生碰撞事故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今天在中国钓鱼岛西北海域
约 70 公里处发生一起中国渔船和外籍货轮碰撞事故，
中日双方均派出公务船只对落水人员进行搜救。请介
绍有关情况和最新进展。

华春莹说，根据中国海警局和交通部中国海上搜
救中心的通报，8 月 11 日晨，一艘中国渔船和一艘希
腊籍货轮在东海南部海域发生碰撞，中国渔船沉没。
目前，6名中国船员被救起，中日两国公务船正在全力
搜救其余落水船员。

“我们希望中日有关海上部门继续以合作姿态妥善
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华春莹说。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就东海渔船事故搜救进展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能否介绍今天在东海海域发生中国渔
船和外籍货轮碰撞事故相关搜救的最新进展情况？

华春莹说，据了解，8月11日晚间，日方救起的6
名中国船员已顺利移交中方。中方公务船仍在事发海
域继续搜救其他落水人员。

“中方对日方在这一海难救助事件中所体现的合作
及人道主义精神表示赞赏。”华春莹说。

本报西安8月11日电（姜峰、焦键） 8 月 11 日上午
10 时，随着机车汽笛的一声长鸣，X9003 次国际货运班
列从西安新筑车站开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的阿
拉木图。该趟列车的开行，标志着西安铁路局自 2013年
开行中亚国际货运班列以来，开行车数突破1万车。

2013年11月28日起，西安至阿拉木图国际货运班列
开行。截至今年8月11日，新筑车站共开行中亚班列221
列、10009车，累计发运出口货物33.8万吨。

本报青岛8月11日电（记者
刘成友） 青岛市有关方面与深圳
华大基因研究院日前签署协议，
华大基因正式入驻青岛西海岸新
区中德生态园，将在这里启动国
家海洋基因库建设，发展大健
康、现代农业等生命经济产业，
打造华大基因北方示范基地。

按照约定，华大基因将在青
岛建设国家海洋基因库，发挥海
洋生物资源收集、管理、研究和
利用的综合性功能，力争在10年

内完成对全球重要海洋物种资源
的收集和整理，并全部进行数字
化，实现对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
物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以海洋基因库庞大的基因测
序分析平台为依托，青岛华大基因
项目将陆续启动国家级精准健康
示范中心以及现代立体农业等生
命经济产业，建成海洋多样化物种
资源保存中心、海洋物种数字化中
心、海洋联合研究中心、育种中心、
海洋物种基因编辑中心等。

西安至阿拉木图

中亚国际货运班列超万车

国家海洋基因库落户青岛国家海洋基因库落户青岛

8 月 10 日，中国首支专业旅游警察队伍——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
旅游警察支队成员来到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尼科利斯基街、古姆百货
商场等地，和执勤的莫斯科旅游警察交流学习。图为中俄旅游警察在
尼科利斯基街与游客交谈。 新华社记者 戴天放摄

三亚警察莫斯科取经

8 月 10 日，南京博物院
2016年度大展“法老·王——
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
的故事”展览正式对公众展
出，来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
博物馆的约 110 件套古埃及
文物精品和来自南京博物院
等单位的约 140 件套汉代诸
侯王陵出土文物同室亮相。

苏 阳摄 （人民视觉）

中埃文物南京展出中埃文物南京展出 就中国渔船和外籍货轮碰撞事故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在“手记”中感受基层纪检人
本报记者 李 贞 刘少华

7 月 28 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北大街街道纪检
干部将40多幅党风廉政主题漫画带进丽新路社区，开
展“廉政故事会”活动。 林水芳摄 （人民视觉）

7 月 28 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北大街街道纪检
干部将40多幅党风廉政主题漫画带进丽新路社区，开
展“廉政故事会”活动。 林水芳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涂铭、孔祥鑫） 北
京市11日发布《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 （试行）》，该
办法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根据管理办法，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整体框架可以
概括为“4＋2＋7”，即明确了申请人参加积分的4个资格
条件：符合持有北京市居住证、在法定退休年龄以下、
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7年、无刑事犯罪记录条件的人
员，可以申请参加积分；2项基础指标：在京稳定就业和
居住情况；7项导向指标：包括教育背景、职住区域、创
新创业、纳税、年龄、荣誉表彰、守法记录等方面。

北京公布积分落户办法

本报长沙8月11日电（记者侯琳良） 记者从中车时
代电气获悉，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永磁牵引系统已顺利
通过载客前评审，成为国内首套具备载客运营资质的自主
永磁牵引系统，开启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永磁时代”。

据介绍，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永磁牵引系统列车是
我国第一列搭载自主永磁牵引系统的地铁列车。2016年3
月，列车正式投入正线试运行。与普通地铁列车相比，
永磁牵引系统列车最大的不同在于采用了更为高效、节
能的永磁电机作为动力，有助于实现绿色出行。

首列“永磁地铁”载客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