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公院配藥禁抽佣
下月取消以藥補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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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價虛高已成內地醫改頑疾。作為
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深圳市7月1
日起公立醫院所有藥品實行 「零加成」
銷售，預計所有患者到公立醫院買藥將
便宜一到兩成。同時，在醫藥購銷領域
存在賄賂行為者，將受到重罰，包括解
除聘用合同並吊銷執業資格。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八日電】

薪高體面 軟件工程師居首

簡訊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八日電】藥價下調，
對廣大患者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福音。衛生部門
估算，方案實施後 「一年可以減少全市市民自付醫
藥費1.971億元」。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後，醫
生診金將相應提高。

深圳市衛人委副主任羅樂宣表示，目前深圳醫
生診金分3元（主治醫生）、6元（副主任醫生）
、8元（主任醫生）三個檔次，還比不上一個洗頭
妹提供一次服務的價格，而上海醫院的診金已經是
20元到40元的標準。

據了解，取消藥品加成後，公立醫院將通過提
高門診診金和住院診查費來補償虧損。深圳將依據
醫院等級的不同，實行分級提高，其中三級醫院的

門診診金每人次提高 14 元，二級和一級醫院的門
診診金每人次提高 11 元。在住院診查費方面，三
級、二級及一級醫院將每人次分別提高 43 元、33
元及 24 元。在原來基礎上，門診診金及住院診查
費將平均提高12院及37元。

降藥價提高診金，對於患者來說是否存在換湯
不換藥的嫌疑呢？衛生部門澄清，為了不增加患者
的費用，提高的門診診金和住院診查費收費將由社
會醫療保險基金直接為參保人支付，最後由政府財
政兜底補貼。

深圳兒童醫院醫務科麻科長認為，新的藥品採
購將防止腐敗的發生，雖然診金的提高還不能體現
醫生的真正價值，但畢竟開始了改革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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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此次深圳公立醫院醫藥分開改革將
會是一套 「組合拳」，除了取消藥品加成外，還
包括同步推進醫療服務支付制度改革，完善公立
醫院補償機制，建立藥品流通企業與醫院藥房競
爭機制，改進藥品採購方式，查處醫藥購銷領域
商業賄賂行為，健全公立醫院監管機制等 「1+6
」綜合改革措施。

集團式採購降低藥價
深圳將通過探索 「集團式採購」及 「廠院直

銷」等方式壓縮流通環節，以降低採購價格。
「集團式採購」指市公立醫院管理部門制定採購

藥品目錄，以廣東藥品統一採購中標目錄和中標
價格為基礎，對進入深圳公立醫院的藥品實施二
次遴選；與中標藥品供應商進行價格談判，代表
全市所有公立醫院實施集團式採購，並實行統
一配送，從而降低藥品入庫價格。同時，將探
索建立醫院與藥品生產企業之間的直銷渠道，
以減少流通環節。

取消藥品加成將徹底打斷公立醫院業務收入
與用藥數量、藥品價格直接掛鈎的利益鏈條，消
除公立醫院多開藥、開貴藥的動力；通過建立
「定額、包乾、預付」的醫療服務費用支付制度

，消除公立醫院不合理增加診療項目，實施 「過
度服務」的動力。

一人受賄 多方問責
深圳衛人委主任江捍平表示，衛生部門還會

嚴查醫藥購銷領域的違法違紀行為。對推銷藥品
、保健品或其他與臨床診療無關的商品，收受回
扣、提成和其他商業賄賂的人員，一律按有關規
定解除聘用合同並吊銷執業資格。

深圳衛人委表示，從今年 6 月 26 日開始，
對涉嫌收受藥品、醫療器械等回扣的當事人，不
論金額、次數多少，將一律解除聘用合同；依照
有關法律法規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對當事人所在單位的黨政一
把手、分管領導和其他相關責任人，將視情節輕
重給予批評教育、誡勉談話、組織處理或黨紀政
紀處分。當事人違反上述禁令，所在單位隱瞞不
報、壓案不查、包庇袒護的，免除黨政一把手和
直接責任人的職務；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給予黨紀
、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八日電】
國家審計署18日發布的99個利用國外

貸援款項目 2010 年度財務收支及項目執行
情況審計結果顯示，有6個項目涉及挪用、
滯留資金，金額共計 2.37 億元，加上財務
管理不規範等違規行為，涉及總金額超過
20億元。

此次審計的 99 個利用國外貸援款項目
涉及農業、能源、交通、教育、衛生、城市
建設等領域，計劃投資總額4246.2億元人民
幣，其中利用外資 345.03 億元；截至 2010
年底，累計利用外資202.45億元。按資金來
源性質劃分，20 個為貸款項目，79 個為贈
款或援助項目。按貸援款機構劃分，世界銀
行項目有 46 個、亞洲開發銀行項目有 9 個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項目有 41 個、英國國
際發展部項目有3個。

違規挪用資金已收回
審計發現，部分項目執行中存在違反法

規及貸援款協定或內部控制不完善等問題。
一是挪用、滯留項目資金，涉及6個項目，
金額共計 2.37 億元；二是工程建設與管理
不到位，包括未按規定進行招投標、違規轉
分包、未按設計內容施工、監理不到位、超
概算和資產閒置等，涉及 18 個項目，金額
共計6.5億元；三是財務管理不規範，包括
會計核算不規範，提前支付合同款，經費支
出超標準、未及時清理資產和往來款項等，
涉及 20 個項目，金額共計 11.8 億元；四是
貸援款機構財務報表披露項目支出分類不準
確，涉及 19 個項目，金額共計 0.22 億元；
此外，還有5個項目實施進展滯後。

審計結果稱，對上述問題，有關部門和
相關項目單位將採取措施進行整改，建立和
完善各項內部控制制度。對違規挪用項目資
金和財務管理不規範的問題，已收回違規挪
用的資金，並調整會計帳目；對工程建設與
管理等不到位的問題，進行招投標法律法規
學習教育，糾正違規轉分包行為，加強了對
施工和監理等單位的監督，切實規範了建設
審批和竣工驗收手續，盤活了閒置資產等。

此外，審計署當天發布的環保領域 34
個利用國外貸款項目績效情況審計結果顯示
，在項目建設和運營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其中6個項目涉及套取、挪用項目資金，
金額共計1.28億元。

對上述問題，各項目執行單位積極採取
措施進行整改，除4個項目的建設用地、竣

工驗收等不規範問題正在整改外，其他問
題已整改完畢。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八日電】2012 年哪些職
業最吃香？內地最新的職場風向標分析顯示，軟件工
程師以收入高、地位高名列十大 「最好工作」榜首。

內地最大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 「前程無憂」18
日在滬發布了職業排行。評選標準是以今年1-5月招
聘需求最大 50 個職位為候選，設立了收入、職業前
景、工作環境、設備、體面、專業度要求、趣味性6
大正向維度，又以壓力、體力、風險、工作強度為4
大負向維度，最終選出 「十強」，分別是軟件工程師
、設計師、機械工程師、銷售總監、教師、採購經理
、理財／投資顧問、網絡市場營銷、店長／樓面經理
及財務經理。

滬上首席人力資源專家馮麗娟解讀此排行榜時表
示，十大 「最好工作」反映了今天求職者對工作的價
值取向，也反映了2012年僱主的人才需求。

對於排行榜首的軟件工程師，馮麗娟分析稱，這
一行收入高，本科畢業生就能年入 10 萬元，還有令
人艷羨的培訓。同時，在移動通訊領域，資深軟件工
程師非常稀缺，連CEO都要給幾分顏面。唯一不足
是有點 「青春飯」的味道。

至於排名第二的設計師，馮麗娟指出建築、藝術

、展覽、工業等領域的設計師雖然壓力大，但是工作
本身的樂趣和成就感頗具吸引力，並擁有收入高，工
作環境舒適有趣，工作時間不固定等優勢。

機械工程師 製造業中高富帥
躋身 「三甲」的機械工程師是製造業中的 「高富

帥」，體現了高端水平和精華。馮麗娟表示，近年來
國家重工、電氣、汽車製造都保持高速發展，對機械
工程師需求大。而製造業百年來在人才培養上的積澱
，使機械工程師成為行業精英。

排名緊隨其後的銷售總監是公司高管的 「發跡地
」，馮麗娟指出，除了高薪厚祿，這一職業既需要坐
鎮中軍運籌帷幄，又要下基層體察民情，成就感
十足。

教師一職名列第五。馮麗娟分析稱，這一行社會
地位高且相對穩定，同時還能在寒暑假拿着薪水，四
處旅遊。但在升學率的高壓和家長期盼下，教師壓力
也在逐漸升高。

對於排名第六的採購經理，她表示， 「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可衡量經濟景氣，從這一點就可看出
這一職位的重要性。但該職業門檻不低，需專業知識

、開闊眼界、談判溝通技巧，且要有大智慧。

網絡營銷 最靠譜新潮職業
馮麗娟認為，排名第七的理財／投資顧問真正實

現了 「知識就是財富」的夢想。2011 年內地信託業
經理平均年薪 50 萬元人民幣，年薪百萬亦稀疏平常
。但缺點就是投資界高壓、殘酷，行業震盪不斷。

網絡市場營銷被稱為 「最靠譜新潮職業」，在此
排行榜上位居第八。馮麗娟指出，既懂得網絡技術，
又懂網絡營銷的複合型人才鳳毛麟角，這一行的平均
薪水已超公務員、醫生。同時跳槽亦比較容易。

隨着百貨商場、大賣場、超市、便利店的密度有
增無減，店長／樓面經理一職排名第九。馮麗娟表示
，店長的就業市場好，薪酬也有競爭力。不少店長既
有進貨權，又有人事權，知識和專業度要求不斷提高
，對知識精英的吸引力亦逐漸增加。

躋身前十的財務經理是馮麗娟眼中最穩定、抗風
險的職業。她表示，幹這一行最好在上市公司，雖然
工作強度有點大，難免加班，但工作環境舒適，基本
無職業病危險。

內地十大筍工排行榜出爐

■蛟龍故障排除今再下潛
「蛟龍」號18日出現的主液壓源油管泄漏故障已處理

完畢，計劃北京時間19日5時進行7000米級海試第二次下
潛試驗。

由於在甲板例行檢查時發現潛水器主液壓源一根油管發
生泄漏，原定18日進行的 「蛟龍」載人潛水器7000米級海
試第二次下潛試驗推遲進行。

海試現場副總指揮崔維成介紹說，在故障排除過程中，
工作人員發現出現泄漏的油管內部損壞，微量海水滲入腐蝕
了油管壁內的鋼絲網，造成液壓油泄漏。目前已更換了潛水
器主、副液壓源的全部16根承壓油管，並在反覆充油、排
氣後進行了通電檢查，保證潛水器重新具備下潛條件。

（新華社）

■國家防總部署預防雙颱風

國家防總啟動Ⅳ級應急響應，應付防禦颱風 「古超」和
「泰利」吹襲。

海南、浙江、福建等省防指和珠江防總亦分別啟動了防
颱風應急響應，海南省27000多艘漁船已全部回港避風。

據了解，這次颱風活動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 「泰利」
在近海生成，產生影響快，防禦難度大；二是存在雙氣旋效
應，二者相互影響，強度、路徑等存在不確定性；三是熱帶
風暴影響範圍廣、降雨強度大。圖為受 「泰利」 影響，海南
三亞海邊掀起大浪 （新華社）

■唐山天津交界18日四級地震
18日03時05分，天津市寶坻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縣

交界發生4.0級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天津、北京，河北
省唐山市玉田縣、遵化市、廊坊市香河縣等地震感明顯。目
前唐山市無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和房屋破壞情況。

河北省地震局表示，這次地震發生在薊運河斷裂附近，
位於唐山老震區邊緣，與5月28日發生在唐山老震區的4.8
級地震構成雙震事件。據以往震例分析，近期唐山地區發生
破壞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中新社）

■瑞典老爺車隊將穿越新疆
18 日，新疆第四屆國際三輪老爺車野駕活動發車儀式

在天山舉行。14 位來自歐洲溫森特國際三輪老爺車隊的老
隊員，將從烏魯木齊出發，途經天池，吐魯番，庫爾勒，輪
台，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民豐，和田，莎車，喀什等23個
縣市，全程15天，行程3000公里。圖為隊長溫森特駕車路
過烏魯木齊 （本報記者董紅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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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價下調，診金上漲，對深圳患者及醫生都是福音 資料圖片

▲

深圳將通過 「集團式採購」 及 「廠院直銷」 等方式降低藥品採購
價格 資料圖片

▲▲內地 「最好工作」 排行榜或為高校畢業生們追捧 新華社

藥價降低診金上漲

深醫保為患者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