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業西進正酣，西安機遇凸顯！總投資 473 億元
（人民幣）、來自國內外知名企業的 75 個簽約項目，
體現出作為 「西安城市中樞和新興產業高地」的經開
區，其複合平台功能優勢在第十六屆中國東西部合作
與投資貿易洽談會（西洽會）上得到的廣泛認同。據
悉，本次簽約的 75 個項目，主要涉及先進製造業和高
端服務業兩大領域。其中，過億元項目52個，10億元
以 上 項 目 16 個 ； 工 業 項 目 55 個 ， 佔 項 目 總 數 的
73.3%。

戰略性新興產業 「唱主角」
西安經開區有關人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搶抓轉

型升級的國家機遇，早布局、早培育、早受益的經開
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在西洽會招商引資中走上前台，擔
綱 「主角」。

據了解，西洽會期間西安經開區涉及高端裝備製
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等領域的 49 個
戰略性新興產業簽約項目，總投資達266億元，佔到簽
約成果總投資的57%。而這些項目具有 「行業領先、技
術密集、產品高端」的顯著特點。

如北車集團將在該區建設我國唯一的 6500V/600A
IGBT（絕緣柵雙極型晶體管）的生產企業；西北有色
院與中信金屬、深圳創新投資集團聯合在該區的投資
項目將搶佔稀有金屬新材料產業制高點。

優勢產業 「優勢」 提升
據上述人士介紹， 「吸納國內外優質資源，延伸

優勢產業鏈條」，是經開區實現優勢產業升級的又一
個重要思路。在西洽會上，浙江萬安、北京中瑞藍科
兩家汽車零部件巨頭 「加盟」經開區汽車產業，將有
助於經開區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取得實質性突破。

中航工業集團將在此建設民用飛機高升力系統項
目，主要從事大飛機高升力系統設計、研發及生產；
此外中航重機集團追加投資3.4億元建中航特材二期項
目，將主要從事大型航空特種材料的倉儲、物流、銷
售、檢測和深加工產業等。

「以新增項目促提升、以鏈條延伸強實力，是經
開區提升優勢產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方向。」經開區
招商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在把握產業集聚和轉
移規律的基礎上，實施有目的、有針對性的招商引
資，就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增量元素的激活效應，催生
1+1>2的產業合力，使經開區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更高
效、更務實。

規模化聚集趨勢已成
一些西安經開區原有的投資企業，在 「十二五」

期間將繼續在該區擴大產業規模。
據介紹，如德國博世將其具有世界一流技術水

平、長期在德國本土生產的伺服電機核心技術及生產
線轉移至經開區，並將以西安為生產基地，加快推進
該產品的全球化覆蓋戰略；康師傅控股將新建一條亞
洲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高速即食麵生產線；日本
大河精工將填補尖端晶振國內生產的空白，將有效緩
解我國電子信息、醫療設備等行業對高端晶振的需
求。

記者了解到，世界500強在經開區的投資項目已超
40個，大型央企在建和新增的項目數增至57個。

西安經開區是 2002 年批准的國家級開發區，經十
年的發展，該區已成為西部地區發展最快的國家級開
發區之一。觀察人士認為，西安經開區戰略西進的趨
勢已初步形成。

產業西進正酣 西安機遇彰顯
西安經開區西洽會簽約473億元

本報記者 李望

4月8日西安經開區管委會主任賈生林（右）與駐區企業代表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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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十時許，北京大學人
民醫院耳鼻喉科主任醫師邢志敏在
問診室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用匕
首刺傷頸部。院方稱，傷者經搶救
已脫離生命危險。北京公安機關已
介入調查。現無證據表明，此次事
件與醫患糾紛有關。衛生部就此事
發表聲明稱，要求切實維護醫療機
構正常診療秩序，保護醫務人員和
就診患者的人身安全。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記者
張靖唯北京十三日電】

近年醫患衝突案例
時間

2012年3月23日

2012年3月22日

2011年8月

2011年9月

本報記者張靖唯製表

案發醫院

哈爾濱醫科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

西安市521醫院

東莞長安醫院

北京同仁醫院

原因

對治療情況不滿
意

患者轉院要求未
達成

治療效果不理想

手術效果不理想

後果

患者李某砍向風濕免疫科醫生，致一死三重
傷

患者王某將自己的妻子、現場醫院人員及其
他病人共計9人砍傷

患者盧某用菜刀砍死、砍傷醫生各一名

喉科主任徐文被患者王某連砍17刀，致重傷

【本報訊】綜合報道，和女伴
在地鐵喝酒嬉戲，帶美女去酒店開
房，在法源寺被僧眾圍堵報警……
內地兩名身着海青僧衣的 「花和尚
」近日以其令公眾咋舌的行為引發
關注。12 日，兩假和尚的朋友兼
「掛職」公司負責人稱，兩人係北

漂歌手，因曾遭經紀公司詐騙10萬
元，想到利用 「行為藝術」的方式
引起社會注意。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福盛天成
文化傳媒公司總經理姜欣欣12日稱
， 「和尚兄弟」兩人真實身份是歌
手， 「高個」男子本名趙文博，黑
龍江人。 「矮個」男子本名任傳坤
，安徽人。

姜欣欣稱，他們不屬於該公司
的簽約藝人，和公司也沒有合作協
議。 「只是出於友情，讓他們掛職
在公司，以便於他們參加活動和演
出。」

據姜欣欣介紹，他聽趙文博提

過其曾簽約一家唱片公司，並被騙
10萬元。儘管法院終審判決該公司
賠償50萬元損失。但該公司沒有賠
償能力。

姜說，趙文博曾提到當初簽約
是聽說該公司老闆是修佛之人，公
司裡有佛堂，還有老闆師父披袈裟
照片，他感覺被欺騙了，說想用一
種行為藝術的方式揭露和表現 「假
和尚」，引起媒體和佛教人士的重
視。

逾期拘押未通知家屬
姜欣欣表示，自己是通過微博

和新聞，才知道趙任二人的 「過火
」行為， 「作為知情人和朋友，我
立即去派出所講了所知道的內容，
希望協助警方查清此事。」

姜欣欣稱，兩人已被警方羈押
了超過 5 天。警方並未透露兩人被
羈押的理由以及調查結果。自己11
日時曾聯繫過趙文博的父親，趙父

稱未接到警方通知。
《治安處罰法》規定，對違法

人員，警方傳喚後詢問查證的時間
不得超過24小時，並需及時將傳喚
原因和處所通知家屬。《刑訴法》
規定，對於犯罪嫌疑人，拘留後應
在24小時內送看守所羈押，除無法
通知或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
形以外，應在24小時內，通知其家
屬。拘留後訊問中發現不應拘留時
必須立即釋放。

對於兩個 「和尚兄弟」可能面
臨的處罰，《北京晨報》引述北京
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表示，可依據
《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其進行行
政處罰，最高可處以15日的拘留，
並罰款一千元。

化緣和尚多為假冒
另外，北京市佛教協會佛教文

化研究所定明法師提醒公眾，在寺
廟外見到的 「化緣和尚」，幾乎可
以肯定是假冒的。 「托缽乞食」行
為是佛家一種修行方式，有着嚴格
的規範限制，例如集體出行、不追
着討要、不兜售物品、不多言等等
。且此種方式多見於印度、泰國等
地，漢傳佛教已經沒有這項內容。

京花和尚實為北漂歌手
友人指其曾受騙以行為藝術吸引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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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們都將礦工、警察等視
為高風險職業，如今在這一名單中
，似乎要加上醫生這一行業才行。
距離 「哈醫大血案」尚不足一個月
，北大人民醫院 13 日再度發生兇案
。雖目前尚不知兇手作案動機，但
若排除其精神疾病或 「激情殺人」
的可能性，大概逃脫不出以往 「患
者就醫─糾紛難解─懷恨在心─遷
怒醫生」的悲劇套路。

一場醫療糾紛，最後以暴力事
件終結，進而轉為一場刑事案件，
這在當今中國，似乎已不再是個例
。據媒體不完全統計，中國每年被
毆打致傷的醫務人員超過 1 萬人，
2000至2010年間，共有11名醫務人
員被患者殺害。世界著名醫學雜誌
《柳葉刀》曾發表題為《中國醫生
：威脅下的生存》的文章稱： 「中
國醫生經常成為令人驚悚的暴力的
受害者，醫院已經成為戰場，因此
在中國當醫生便是從事一種危險的
職業」。

不管行兇者曾有過如何曲折不
公的求醫經歷，我們都必須對這種
「血濺白衣」的惡性事件表達最大

的憤慨和譴責。在法制社會，任何
的不滿和質疑都應通過法律途徑解
決。倘若一有不滿即兵刃相向，既
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悲哀，也是一個
法治社會的恥辱。

然而，除了行兇者應自負其責
外，扭曲低效的醫療體制、缺位的
法律救濟顯然也難辭其咎。上世紀

90年代中期以來， 「產業化」成為醫療領域的
改革導向。醫院的角色定位開始向市場主體靠
攏，甚至孕育出 「以藥養醫」這一盈利模式
「怪胎」。在患者眼中，醫院已喪失了公益機

構的秉性，看病則成為 「一手交錢一手交健康
」的消費行為。劍拔弩張的醫患關係之下，身
處一線的醫生往往代 「體制」受過，成為被傷
害的對象。

另一個導致醫患衝突頻繁走向極端化的深
層次原因，則恐怕與當下社會瀰漫的暴戾情緒
有關。長期以來，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這類充斥着階級鬥爭因

子的 「警語」，被不少人奉為處事圭臬。不久
前 「哈醫大血案」消息傳出，竟有 65%的民眾
在媒體調查中選取了 「對此感到高興」的選項
。其背後透露出來的冷漠與殘忍，着實令人心
寒。

要終結這迫在眉睫的診室悲劇，既需要增
加醫療投入、平衡醫療資源，規範醫護人員的
職業道德，以及盡快普及第三方調解機制，但
最根本的還是通過深化改革，讓醫生安心診
治、患者放心看病。

衛生部部長陳竺日前曾公開宣示，新一
輪醫改已箭在弦上， 「再深的水也要趟
」。這給了我們讓醫患堅冰早日
化作春水的新希望。

【本報廣州十三日電】

▲在法源寺因舉
止不端惹怒眾僧
的 「和尚兄弟」
被指為北漂歌手
趙文博（左圖）
、任傳坤（右圖）

網路圖片

頸靜脈被割 失血1000毫升

▲案發的北大醫院門診樓的
耳鼻喉科診室貼出 「今日停
診」 告示

中新社

▼現場目擊者阮厚珍向大公
報記者回溯當時情景，仍心
有餘悸

張靖唯攝

在事發約兩個小時後，北京大學人民醫
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稱，經過搶救，被刺醫生
邢志敏已經脫離危險。邢志敏醫生是在接診
過程中被一戴口罩的男子刺傷，案件現在已
移交警方調查。目前警方和院方均無法確認
行兇者身份以及是否為就診患者，也沒有證
據表明此次事件是因醫患糾紛引起。

傷者脫離生命危險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手術麻醉科醫生

zhaodong000 在微博上透露，邢志敏右側頸
內靜脈被完全割斷，大量失血近 1000ml。
手術已於下午2點完成後，邢志敏轉入ICU
接受進一步治療。

本報記者於下午3時趕到出事醫院時發
現，耳鼻喉科科室已設立警戒區，並用擋板
全部遮擋，而在耳鼻喉科的牆上張貼着 「今
日停診」的告示。

警方完成勘察工作
負責現場勘察的北京警方向本報記者透

露： 「早在上午 11 時警方即封鎖案發現場
，目前勘察工作現在已基本完成。具體結論
還需等待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出。」

耳鼻喉科共有六個診室，記者發現其他
診室的醫生也不見蹤影。其間，不斷有其他科
室的患者前來詢問發生了什麼事。一位保潔
員稱，「都出人命了，還有哪個醫生看病啊？」

耳鼻喉科位於北大人民醫院門診樓的四
層，邢醫生所在的四診室位於樓道口的第一
間，斜對面便是等候區，距離分診台也只有
一牆之隔。

目擊者阮厚珍女士向記者透露，早上九
點她就坐到候診區排隊， 「十點半左右，突
然聽到人群中有人喊了一聲 『邢醫生被砍了
！』保安人員最先到達現場並撥打了110，

同樓層的醫護人員衝過來進行急救。」

尚無證據定為醫患糾紛
阮厚珍回憶稱，邢醫生被刺後，始終一

語不發。用手托住頸部，斜靠在自己的座位上
。阮厚珍說，「當時有二十多病人在候診。如
果她能喊一聲救命，兇手也許就跑不掉了。」

據網友Uranusss在微博上披露，行兇者
頭戴鴨舌帽，臉上戴着口罩。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院方領導向記者
介紹說，邢志敏大夫是在醫院工作多年的主
治醫師，平日為人和善，對工作負責，口碑
非常好， 「醫院內也並無醫患糾紛的消息，
發生這樣的事讓人感到很震驚！」北京大學
人民醫院心內科主任張海澄發微博稱，目前
無證據表明此事件屬於醫患糾紛。

衛生部今日晚些時候針對邢志敏醫生被
砍傷事件發布消息稱，強烈譴責在醫療衛生
機構發生的暴力犯罪行為，要求切實維護醫
療機構正常診療秩序，保護醫務人員和就診
患者的人身安全。

3月，針對「哈醫大血案」，衛生部曾明
文要求對醫療機構門急診、病房等重點科室
、部位，實行 24 小時安全監控，合理調配
保安力量，確保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得到保護。

據悉，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是北京市三級
甲等綜合性醫院。邢志敏畢業於中山醫科大
學醫療系，長期從事耳鼻咽喉臨床工作，
專長鼻部疾病的診治，參加鼻部手術千餘例。

衛生部強烈譴責暴力犯罪衛生部強烈譴責暴力犯罪
京女醫生問診室遇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