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務院辦公廳28日公布《深化醫藥衛生
體制改革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指明今年
醫改將以公立醫院為重點，推進醫療、醫保
、醫藥的三方聯動，推動醫改向縱深發展。
其中將推動公立醫院改革這一要務放在首要
位置，並硬性規定了各項任務的具體完成時
間。

【大公報記者周琳北京二十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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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拓展知識型合作

開放服務業 研修外資三法

【大公報記者周琳北京二十八日電】日前，跨國醫
藥巨頭葛蘭素史克在華商業賄賂案終結，但醫療受賄現
象依舊屢禁不止。為此，今年的深化醫改《任務》提出
，在年底前，制訂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過快增長的指導

性文件，由衛生計生委、人保部、發改委等部門落實。
其中要求，將嚴肅查處收受 「紅包」、回扣和過度醫療
等行為。

以藥養醫，一直是難以破題的醫改困局。在醫生薪
金不高的背景下，醫生通過藥品加成、受賄等行為，不
僅將負擔轉嫁到了病人身上，也讓醫患矛盾日益突出。
此次文件提出，嚴禁向醫務人員下達創收指標，嚴禁將
醫務人員獎金、工資等收入與藥品、醫學檢查等業務收
入掛鈎。

蔡江南指出，強化監管只是手段之一，建立科學補
償機制才是解決醫療受賄，提高醫生積極性的關鍵。此
次文件中，明確提到 「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減少的合
理收入通過調整醫療技術服務價格和增加政府投入」，
研究擬訂適應醫療行業特點的公立醫院人事薪酬制度政
策，建立健全收入分配激勵約束機制。

蔡江南認為，通過合理的槓桿調節，調整醫療服務
的價格，從而更加篤定醫生的服務質量和信心，才能真
正補齊 「處方綜合症」造成的短板。

【大公報記者柴小娜、劉俊海蘭州二十八日電】28
日上午，由外交部和甘肅省人民政府共同舉辦的亞洲合
作對話（ACD）絲綢之路務實合作論壇今日在蘭州開
幕，來自中國、泰國、日本、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33
個ACD成員國有28個國家的政府高級官員和國家有關
部委負責人及國內學術機構代表約200人出席會議。

泰國、孟加拉國、伊朗等國官員均表示，建立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發展短平快的合作項目成為解決融
資，增強各國投資信心的重要舉措。

初廷通．空薩表示，亞洲各國務實合作的目的就是
要實現互聯互通，中國政府提出的 「亞洲基礎設施銀行
」非常受歡迎，融資是所有成員國面臨的一個挑戰。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認為，絲綢之路經濟
帶是一個新的戰略構想，是歐亞大陸跨區域合作的一個
長遠目標。新疆在中國與中亞的交流中具有明顯的地緣
優勢，中國與中亞之間的交流，大部分是通過新疆完成
的。新疆與中亞地區之間的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將
有力促進中國與中亞，以及東亞地區國家與中亞的經貿
發展。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二十八日電】28日，為
期5天的第三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交易會在北京開
幕。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書面致辭中指出，今年中國
將在上海自貿區開放更多的服務領域。同時，中國現
正研究修訂外資三法，以期為內外資企業營造更為公
平的營商環境。

在28日舉行的第三屆京交會高峰會上，商務部國
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鍾山宣讀了汪洋的書面致辭
。致辭中，汪洋說，中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服
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已經駛入快車道。加入世貿以來
，中國在100個服務部門兌現開放承諾，完善了服務業
管理的法律法規。服務業佔中國利用外資的比重已升

至52.3%。
汪洋表示，中國服務業開放是堅定不移的，方向

已經明確，正在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他又強調，中
國服務業開放是循序漸進的。中國將根據自身的發展
需要，把握好服務業開放的時機、步驟、節奏和方式
，把服務業發展的速度、開放力度和參與可承受的程
度結合起來。

汪洋表示，去年，中國在上海自由貿易示範區中
放寬了六大服務領域的市場准入，今年將開放更多的
服務領域。還將適時總結試驗區的經驗，在全國範圍
內逐步複製和推廣。

為了進一步打造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
，改變重審批、輕監管的問題，汪洋表示正在研究修
訂外資三法，在法律制度中確立最終管理模式。

所謂 「外資三法」，即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
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三法修訂已經
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規劃，目前商務部
正在徵集草案意見。

服務業助中國提升地位
根據經合組織的統計，如今在發達國家，服務業

創造了80%的就業和75%的GDP。目前中國服務業產值
佔GDP的比重為45%。此外經合組織國家中50%的出口
增值都是由服務業帶來的，中國這一比例僅為30%。

經合組織副秘書長丹佛斯在28日的高峰會上表示
，在 「十二五」規劃當中，中國提出要進一步提高服
務業的比重，這將使中國能夠進一步在全球價值鏈中
提高自己的地位。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
江南對大公報表示，今年的《任務》最大亮點是首次細
化了各部委的責任目標及落實時間表，讓醫改不再是一
紙空文。其中要求，在年底前，完成城市公立醫院綜合
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的制定，每個省份有1個公立醫院改
革試點城市，並理順公立醫院的服務價格，為提高醫務
人員積極性做了不小的改變。

《任務》對深化醫改面臨的主要問題、具體措施、
需要建立的新機制、改革重點任務責任部門及完成進度
等情況進行了梳理，提出2014年深化醫改重點工作任務
是，按照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要求，深入實施 「
十二五」期間醫改規劃，堅持以群眾反映突出的重大問
題為導向，以公立醫院改革為重點，以機制建設為抓手
，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新機
制，統籌推進相關領域改革，全面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
環節改革。

新醫改推進四年的時間裡，最為突出的成效是讓城
鄉醫保得到了廣泛的覆蓋。《任務》規劃，今年醫保的
補助標準將再提高40元，達到320元。但是，看病難、
醫患矛盾突出、醫生積極性不高等痼疾依舊無法得到改
善。 「上述的問題都產生於大醫院，可見公立醫院依舊
是醫改的重頭戲。」蔡江南說。

今次的文件表明，將重點解決公立醫院規劃布局不
合理、公益性不強、管理制度不健全、就醫秩序不規範
以及綜合改革不配套等問題。並把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
革作為公立醫院改革的重中之重。決定啟動實施第二批
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使試點縣（市）的數量覆
蓋50%以上。

公立醫院改革，體現在大的宏觀背景，也有小的微
觀數字，而這些數字往往就是劃分標準的尺度。蔡江南
表示，在此份文件中可以看到不少可行性的數據，例如
「每千常住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達到4張，原則上

不再擴大公立醫院規模」。
此外，在公立醫院改革上，今年首次將 「理順醫療

服務價格」單獨提出，並且由發改委牽頭落實。蔡江南
認為，其中 「綜合考慮取消藥品加成」與 「提高護理、
手術、床位、診療等項目價格」，有助於解決目前公立
醫院醫生積極性不高、以藥養醫的固有格局。 「不久前
剛剛放開了非公立醫院服務價格，如今公立醫院也有鬆
動，這對建立科學的補償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醫生多點執業意見9月出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社會辦醫方面，也有大膽的

嘗試。放寬准入條件，其範圍甚至是讓具有相應條件的
境外資本可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特定區域
設立獨資醫療機構。蔡江南認為，這種讓外國和尚來唸
經的舉動，也凸顯了深化醫改的多元化嘗試。

【大公報實習記者趙一存北京二十八日電】國家發
展改革委副秘書長范恆山今天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規
劃正緊鑼密鼓地編制，當前已形成了相關調研報告。發
改委還將提出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改革舉措和財
政、產業、投資、人口、社保、生態、環保、土地等具
體保障措施。

京津冀一體化相關規劃的出台近來備受關注，不過
范恆山坦言，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着一些問題和挑戰。

他指出，發改委在制定京津冀協同發展相關規劃時，將
把握好五個原則：即堅持問題導向，抓住區域內存在的
特殊矛盾和特殊問題，突出重點，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
；優化區域功能，重新審視並明確京津冀各自功能定位
，以優化首都功能為重點，努力實現優勢互補；突出協
同發展，以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與協作，生態環境
保護、公共服務保障、市場體系構建等為重點，由淺入
深、由點到面、由急到緩，有序推進一體化發展。

【大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八日電】履
新世貿組織（WTO）副總幹事未滿一年的
易小准在 「京交會」期間接受大公報和大公
網聯合專訪時表示，中國下一步開放金融和
電信等新興服務業可以複製早前開放製造業
的成功經驗。他強調，中國在 「十三五」期
間會成為服務業大國，中國服務業能夠重複
製造業的成功之路。

去年8月世貿組織換屆，中國第一次有
機會推薦自己的人選出任副總幹事。易小准
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一直從事國際貿易相關工
作，自2011年起擔任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
，此前曾擔任中國商務部副部長。

中國政府做出承諾不斷開放服務業，其

中金融和電信等新興服務業領域備受關注。
易小准表示，今後開放以上新興服務業可以
複製早前的經驗。具體來看，一方面要降低
貿易壁壘，讓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這些
領域競爭，通過競爭迅速成長。另一方面則
開放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他說，中國企
業通過這種競爭來強壯自己，中國製造業就
是這麼發展壯大的，中國的製造業能夠成功
，服務業同樣能夠成功。

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已經超過製造業。展望即將到來
的 「十三五」，易小准稱，隨着中國經濟增
長升級，在 「十三五」期間中國不僅成為製
造業大國，更能成長為一個服務業大國。

醫改深化聚焦公立醫院
理順醫療服務價格 發改委牽頭落實

嚴查醫生收紅包及濫收費

加快推動公立醫院改革

積極推動社會辦醫

扎實推進全民醫保體系建設

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

規範藥品流通秩序

統籌推進相關改革工作

亞洲33國甘肅共商振興絲路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會見ACD成員國代表
大公報記者柴小娜攝

■煙台擬建22海洋科技平台

「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暨大珠江三角洲研究發表會28日在廣州舉行，香港理工
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指
出，粵港早年 「前店後廠」合作以單向港企在珠三角投
資為驅動力，如今已經升級成為知識型經濟合作的雙向
投資平台，也為香港知識型經濟發展提供新機遇。

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賈沛年指出，粵港兩地經貿
關係密切，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往來愈趨頻繁。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也不斷強化其在
區內的重要平台地位，成為聯繫區內與世界直接投資
的管道。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煙台市發改委副主任牟廣文在 「走近山東創造──
全國網絡媒體齊魯行」煙台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煙台將
重點建設22個海洋科技創新平台，培育40個創新企業，
推進區域經濟板塊聯動發展。

牟廣文表示，到2020年，煙台海洋高技術產業規模
預計達到2500億元，煙台將打造成為國家海洋科研成果
轉化示範城市、內地重要的海洋科技人才高地、海洋高
技術產業先進城市和海洋經濟機制創新示範區。

【大公報記者 胡卧龍】

醫改2014年重點工作

京津冀發展圈謀劃重大改革

積木堆出香港館
在京交會國際展區，

飆特色成為各國展館的着
力點。然而香港館卻另闢
蹊徑，用一塊塊積木堆出
一座 「服務之城」 。用菱
形積木堆出了一個個分割
區，不僅菱形各個側面分
別展示着香港在科技、服
務、金融、文化等方面的
特色和優勢，整體上也是
橫看成嶺側成峰，讓人絕
對一眼看不盡。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WTO易小准：可複製製造業經驗

▲28日，韓國參展商展出防塵防霧霾口罩 中新社

◀今年醫改將以
公立醫院為重點
。圖為山西太原
民眾排隊辦理醫
療保險 中新社

▲連日來，京津冀一體化成為北京周邊各大樓盤重
要的宣傳主題，雖然具體規劃尚未出台，但環北京
地區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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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全國31個省（區、市）2014年
一季度GDP數據。數據顯示，19地區一季度GDP增速
超 過 了 全 國 水 平 ， 31 個 省 份 一 季 度 GDP 總 和 為
132878.97億元（人民幣，下同），超出全國一季度
GDP總量達4665.97億元。

從GDP增速來看，重慶以10.9%的增速位居全國第
一位，第二位是貴州，增速為10.8%，第三位為天津，
增速達10.6%。與全國一季度7.4%的增速相比，包括新
疆、青海在內一共19個地區的增速均超過了全國水平。
而黑龍江一季度增速最低，僅為2.9%。 （中新網）

■首季GDP增速重慶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