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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7月7日电（记者王秉阳）“全
国医疗卫生机构达到了99万多个，民营医院数
量占医院总数的 63%，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国
国家级贫困县和边远地区。医务人员队伍不断
壮大，执业医师达到360万人，注册护士410万
人。”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6日在此间举行
的2019中国医院大会上发言表示，我国优质高
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不断健全。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仍需久久为功，如何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王贺
胜表示，当前深化医改进入了深水区、攻坚区，主
攻方向就是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破解看病难基本思路是最大限度的整合卫生资

源，促进纵向联动，构建整合型医疗服务模式。破
解看病贵必须“三医”同向发力、联动改革。

谈及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一与医疗质量安
全、健康中国建设紧密相关的内容，王贺胜表
示，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院必须主动适应新
形势，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加快建立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在发展方式上，要从规模扩
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提高医疗质量。在管理
模式上，要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管理，提高服
务效率。在投资方向上，要从投资医院发展建
设转向扩大分配，提高待遇。

这些都是 2019 中国医院大会的会议内容，
本届中国医院大会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奋力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为主题，内容涵盖
加强医院党建、推进健康扶贫、强化质量管
理、激励科技创新、规范医院运行等内容。据
中国医院协会统计，共有医院管理者、业内知
名专家学者等3000余人出席本次大会。

王贺胜表示，希望中国医院协会充分发挥
行业组织的优势，当好行业的桥梁纽带，团结
广大医院管理者与行业同仁积极投身健康中国
建设和深化医改的工作。中国医院协会会长刘
谦表示，中国医院协会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把工
作重点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联系，与国家卫健
委党组的一系列工作部署要求衔接，助力政府
主管部门的重点工作部署在基层落到实处。

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接近百万

如何理解当前经济形势下证券基金行业的功能定
位？7月4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带队赴中金公司
调研，主持召开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座谈会。会议强
调，证券基金行业必须坚持突出主业、突出合规、突
出创新、突出稳健，多措并举，全面提升行业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
的改革方向，加强资本市场改革顶层设计，陆续推出
一揽子改革措施，为行业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制度供
给和市场生态。

资本市场“看门人”“稳定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 2019 年一季度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基金管理公司及
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1.40万亿元。较2018年四季度
末的50.36万亿元，新增1.04万亿元，环比增加2.07%。

对于行业的发展状况，证监会总体上予以积极评
价。会议认为，当前证券基金行业规模实力得到大幅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成效、业务类型品种逐渐丰富、
合规风控水平显著提高、监管规则体系逐步形成、行业
整体形象明显改善、人员队伍专业水平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会议强调了证券基金公司对资本市场
发展的重要性，明确了证券基金机构的五大定位。

一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有效防范欺诈行为，
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保障投资者知情权。二是直接融
资的“服务商”，发挥市场组织者、交易撮合者、流动
性提供者和财富管理者的作用。三是社会财富的“管
理者”，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需求，代表投资者在市场
中形成买方和卖方有效博弈，促进上市公司质量提
升。四是资本市场的“稳定器”，通过更强的价格发现
能力、更理性的投资行为、使用有效的对冲工具，成
为市场稳定的“压舱石”。五是市场创新的“领头
羊”，不断创设新的金融工具，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效
率，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多位专家分析，在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措施不断，
注册制试点、科创板推出的背景下，“看门人”“稳定
器”意味着证券经营机构等中介的责任将进一步强
化，尤其是在定价、保荐等环节。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仍有不足

证券基金行业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会议
重点强调了五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足。证监会指出，个
别机构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其次，部分机构功
能定位模糊不清，偏离中介服务本源。三是一些机构
基础功能通道化，产品服务附加值低下。四是一些机

构合规风控基础不牢，主动合规意识需要进一步强
化。此外，还存在行业文化建设滞后，部分从业人员
职业操守、专业水准有待提高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一
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调结构的
升级换代期，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需求都在发生变化。

“首先，金融机构要了解实体企业或消费者的实际需
求。例如，小微企业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说明其
需要比较便宜的融资。之后，要了解这些需求没有被
满足的原因是什么，金融机构要根据需求的缺口来提
供服务，才能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如何提升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会议也给出了
“药方”，包括优质头部券商要有“大格局”“大视
野”，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绝大多数券商要向差
异化、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各类机构要分工负责，
围绕解决实体经济融资痛点多做工作；着力推动权益
类基金的发展，让权益类基金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长
期专业投资者；实行分类监管，支持有能力的公募基
金做大做强等。

坚持“四个突出”纠偏补短板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证监会强调，未来发展有

“四个突出”。
突出主业，按照规律办事。为投资者提供融资、

交易、投资等中介服务是证券公司的“主业”，要将
“好钢用在刀刃上”。基金公司必须坚持净值化管理，
坚持“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行业本质，强化专业
能力，不断满足广大居民财富管理需求。

突出合规，始终依法经营。证监会指出，“要将合
规意识融进血液、装进心头、深入骨髓，切实做到学
法守法，合规经营、依法办事。只有依法合规经营，
才能取信于客户、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只有依
法合规经营，才能避免犯重大错误、酿成重大风险，
从而打造‘百年老店’。”

突出创新，提升服务能力。创新必须以服务实体
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具备风险控制能力、专
业能力等必要条件。赵锡军表示：“证券领域里最重要
的创新就是科创版的推出。科创版的 IPO 制度、监
管、退市、交易等都是全新的。这个创新如果做好
了，可以将其复制到其他板块。开放也是很重要的创
新举措，例如深港通、沪伦通等。”

突出稳健，持续健康发展。业务发展必须有“边
界”，要始终做到资本充足，要保证业务稳健、风险可控。

专家指出，证监会指出的“五大问题”“四个突
出”，也将是下一步监管的重点关注领域，机构应对照
监管重点，加强薄弱环节管理，这有望对实体经济形
成长远的利好。

突出主业 突出合规 突出创新 突出稳健

证券基金业更注重服务实体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据新华社天津7月 6日电 （记
者尹思源、黄江林） 近日，几名蜻
蜓爱好者在天津市野外某公园的池
塘中发现并拍摄到数十只极度濒危
动物低斑蜻。

世界蜻蜓协会会员、重庆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于昕说：

“低斑蜻是我国已知近800种蜻蜓中
最珍贵的一种，据拍摄者提供的照
片看，确是低斑蜻无疑。此次在天
津发现低斑蜻，对研究该物种的保
护有重要意义。”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物种名录中，

低斑蜻的濒危级别为极度濒危级，比
大熊猫的濒危等级还要高，与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中华鲟、白鱀豚的濒危等
级相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评审低
斑蜻等级时，同时声明该物种全球的
种群数量正在逐年下降。

京津地区是低斑蜻较为重要的
分布地区，但低斑蜻对环境的适应
能力较差，种群迁移扩散的能力也
不强。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
低斑蜻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此
前观测到低斑蜻出现的区域有的已
经看不到低斑蜻的身影。“从观测情
况看，近年来低斑蜻的生存环境不
容乐观。”于昕说。

极度濒危动物低斑蜻现身天津

本报电 （张川） 由山东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发起的人
工智能国际联合研究院7月5日在山
东大学揭牌成立。

据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介绍，该
研究院将发挥双方各自学科优势，通
过“2+X”的运作模式，拟吸纳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的知
名高校及其学者，汇聚中外力量，形
成国际合作网络，打造世界一流的人
工智能研究创新平台。

山东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人工
智能国际联合研究院属于学校独立

直属科研机构，规划了人工智能基础
理论、AI健康与乐龄、众智理论与智
慧政务、区块链智能、跨媒体智能、智
能服务应用研究等重点研究方向。

据悉，从 2004年开始，山大与
南洋理工便在计算机、软件工程等
学科建设方面良性互动，并于 2005
年在新加坡共建孔子学院，开展汉
语教学，推动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
区传播。十多年的合作历史为双方
建立稳定的互信互利关系、进一步
携手成立人工智能国际联合研究院
奠定基础。

中新高校共建人工智能研究院

据新华社拉萨7月 7日电 （记
者格桑边觉） 记者近日从西藏拉萨
市获悉，自 2010 年 4 月至今，拉萨
市已累计投入 6.61 亿元，建成 5 座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规模达
到19.3万吨/日，极大改善了拉萨污
水处理落后的局面，保护了高原生
态环境。

据介绍，随着城市快速发展，
拉萨市污水处理能力亟待提升。为
了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工作，拉萨市
加大了对污水处理这一短板的投入

力度，陆续建成了市污水处理厂一
期和二期工程、柳梧污水处理厂、
达孜区污水处理厂和堆龙德庆区工
业园污水处理厂。

此外，拉萨市从 2017 年 8 月开
始，陆续开工建设百淀教育城片区
污水处理厂以及尼木县、曲水县、
墨竹工卡县、林周县、当雄县等 5
座县城污水处理厂，预计将于 2019
年底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将
新增污水处理规模 2.3 万吨/日，全
面解决县城污水处理难的问题。

拉萨日处理污水规模近20万吨拉萨日处理污水规模近20万吨

7 月 5 日，2019
呼和浩特国际茶产
业博览会在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开幕。
本届茶博会为期 4
天 ， 展 品 涵 括 茶
品、茶具、茶深加
工产品等类别。图
为茶博会上，茶艺
师 （左） 为参观者
敬茶。

王 正摄
（新华社发）

7月7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湖南日”活动在北京世园会园区举行。图为演员在北京世园会“湖南日”活动中进行
文艺表演。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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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 ， 以
“美丽中国 世界共
享”为主题的贵州
省首届旗袍文化旅
游季暨赴缅旅游形
象大使选拔赛在毕
节市金海湖新区金
海湖湿地公园举行，
吸引众多市民驻足
观看。图为参赛选手
表演旗袍秀。

罗大富摄
（人民视觉）

夏日

旗袍秀

茶博会

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