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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相继公布。记者通过梳理两份文
件中的“时间表”，对百姓未来求医看病有望得到
的实惠进行了探求。

2009 年

开始建居民健康档案 定期为老人体检
根据《实施方案》，从２００９年开始，

逐步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实施规
范管理。定期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做健康检
查、为３岁以下婴幼儿做生长发育检查、为孕
产妇做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为高血压、糖尿
病、精神疾病、艾滋病、结核病等人群提供防
治指导服务。

增加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国家将继续实施结核

病、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和国家免疫规划、农
村妇女住院分娩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从２００９年
开始开展以下项目：为１５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
苗；消除燃煤型氟中毒危害；农村妇女孕前和孕
早期补服叶酸等，预防出生缺陷；贫困白内障患
者复明；农村改水改厕等。

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
本药物

根据《实施方案》，２００９年初公布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率
由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从２００９年起，政府举办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
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

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
根据《实施方案》，２００９年全面推开

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将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
镇居民医保范围。三年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参保率均提高到
９０％以上。用两年左右时间，将关闭破产企
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纳入城镇职工医
保，确有困难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参
加城镇居民医保。

2009 － 2011 年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并逐步推开
根据《实施方案》，公立医院改革２００９年开始

试点，２０１１年逐步推开。国家将定期开展医疗服
务成本测算，科学考评医疗服务效率。

每县至少１所县级医院基本达到标准化
根据《实施方案》，三年内中央重点支持

２０００所左右县级医院（含中医院）建设，使
每个县至少有１所县级医院基本达到标准化水
平。２００９年，全面完成中央规划支持的
２．９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再支持改扩建
５０００所中心乡镇卫生院，每个县１－３所。
三年内新建、改造３７００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１．１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央支持困
难地区２４００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根据《实施方案》，国家加强基层医疗卫

生队伍建设。用三年时间，分别为乡镇卫生
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村卫生室培训医
疗卫生人员３６万人次、１６万人次和１３７

万人次。从２００９年起，对志愿去中西部地
区乡镇卫生院工作三年以上的高校医学毕业
生，由国家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

2010 年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每人每年
１２０元

根据《实施方案》，２０１０年，各级财
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年１２０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
准，具体缴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将城
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分别
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的６倍左右，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６倍以上。

城镇医保基本实现市（地）级统筹
根据《实施方案》，国家将规范基本医疗

保障基金管理。新农合统筹基金当年结余率原
则上控制在１５％以内，累计结余不超过当年统筹
基金的２５％。提高基金统筹层次，２０１１年城镇职
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基本实现市（地）级统筹。

2011 年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不低于２０元
根据《实施方案》，国家将提高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标准。２００９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标准不低于１５元，２０１１年不低于２０元。中
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给予补助。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
根据《意见》，到２０１１年，基本医疗保障

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
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
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2020 年

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
根据《意见》，到２０２０年，覆盖城乡居民的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
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
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
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
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医保能否跨地区报销？针对许多人的这一期
待，《实施方案》明确，我国将改进医疗保障服
务，推广参保人员就医“一卡通”，实现医保经办
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如退休后投奔子女、派驻
到其他城市工作、进城务工等，越来越多的人在就医
中遇到难题——— 报销手续繁琐，在不同城市来回奔
波。不少人提出，异地医保不解决将制约市场经济下
的人才流动和福利社会框架下的异地医疗，希望出
台医疗保障转移、衔接、异地看病的切实可行方案。

为此，《实施方案》指出，建立异地就医结算
机制，探索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就地就医、就地结
算办法。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解
决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跨制
度、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做好城镇职工医保、城
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城乡医疗救助之间的衔接。

《实施方案》明确，允许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在
统筹区域内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简化到县
域外就医的转诊手续。

此外，为提高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水平，《实
施方案》还提出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医保经办机
构与医药服务提供方的谈判机制和付费方式改革，
合理确定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用材料支付标准，控制
成本费用。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
理制度，并逐步整合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资源。在
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
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
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医改定“时间表”百姓渐增实惠

推广参保人员

就医“一卡通”

根据《实施方案》，我国将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
局，国家将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医疗机构。

根据《实施方案》，我国将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统筹利
用全社会的医疗卫生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实施方案》指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
有关部门，按照区域卫生规划，明确辖区内公立医
院的设置数量、布局、床位规模、大型医疗设备配
置和主要功能。

与此同时，国家将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
转制为民营医疗机构，同时制定公立医院转制政策
措施，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和职工合法权益。

《实施方案》还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
院。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
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
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此外，国
家还将落实非营利性医院税收优惠政策，完善营利
性医院税收政策。

部分公立医院

将转制为民营

“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
疗服务的１０％。”这是《实施方案》中的规定。

近年来，一些公立医院过多设置一些ＶＩＰ高
级病房、特需门诊等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引起社会争
议。业内人士指出，限定公立医院设置过多的特需服
务，是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一项举措，也有利于
充分利用紧缺的公共医疗资源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基层医务人员的工资
水平，要与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相
衔接。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环境差、工资低，导致我
国基层医疗人才流失，影响了我国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据卫生部统计，２００８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共
有卫生人员１０５万人。全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共有卫生人员２０余万人。

为稳定基层医疗队伍，《实施方案》不仅明确
了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同时还要改革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补偿机制。

《实施方案》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成
本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补偿。政府负责其举办
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按
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及
所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按定额定项和购
买服务等方式补助。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后，药品
收入不再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的补偿渠道，
不得接受药品折扣。探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
收支两条线等管理方式。

基层医务人员工资

与当地事业单位

平均水平衔接

公立医院特需服务

比例将设上限

根据《实施方案》，三年内，我国将完善农村
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支持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
设，实现全国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

此外，根据这一《实施方案》，我国还将在三
年内新建、改造３７００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１．１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央支持困难地区２４００
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三年内每个行政村

都将有卫生室

□ 本报记者 王 凯 魏 然

“新医改方案给出的内容，正是我们所想、所
盼的。”4 月 7 日，新医改《实施方案》刚出台，菏
泽博爱医院院长钟国栋就兴奋地对记者说。身份
歧视、医保难进……或许他们遇到的许多难题和
期盼，能在新医改中得以实现。

人才难题有望缓解

医院的发展，技术是关键。目前，困扰民
营医院发展的恰恰是人才、技术的匮乏。在原
有体制、机制下，很多医生宁愿在大医院“混
日子”，也不愿意或不敢到民营医院来“拼事
业”。“我找过很多公立医院的专家，希望能
聘他们到我的医院工作，但他们有顾虑啊，大
医院有各种保障、退休后能享受到退休金等待
遇，到我的民营医院来是要冒风险的，他们觉
得在现有体制下，民营医院的身份无法给他们
安全感。”钟国栋说。

新医改方案中，将探索医生多地点执业，
为公立医院的医生到民营医疗机构中兼职，甚
至让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出来办医院提供了政
策依据，突破了原有公立医院的管理制度，人
力资源有望更合理、有序地流动。

这样，公立医院的人才可以在民营医院灵活
的机制中实现其社会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同时，
也有利于民营医院找到与公立大医院的结合点，
通过提高服务管理，实现有效互补，共同发展。

而方案中“要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
转制为民营医疗机构”，则会彻底打破当前卫
生资源条块分割的局面，用市场的手段实现全
社会医疗资源的有效整合，促使一些规范的民
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展开竞争，激发医疗机构的
生机与活力。

“出身”偏见被打破

“最让我激动的是，新医改方案消除了原
来‘只要是民营的就被无条件地划为营利性，

只要是公立的就是非营利性’的偏见，不再以
‘出身’取人，这正是我们民营医院多年所想
所盼的。”钟国栋说，这体现了政府举全社会
之力解决群众就医难的决心，也使尽可能满足
群众基本卫生需求的目标更加明确。

“普通阑尾炎手术在民营医院 1500 元，到
公立医院就是 3000 元，可病人还是选择去公立
医院。主要原因是在公立医院能报销，来民营
医院尽管钱少却要个人掏。”钟国栋无奈地
说，以新城合定点医疗机构为例，菏泽市第一
批确定了 15 家，民营医院只有 1 家。

“医院营利性、非营利性与企业不是一回
事，发挥公益性质也与身份、产权无关。”钟
国栋认为，近年来，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等
方面，民营医院也做了大量工作，补充了公立
医院服务能力的不足。新医改方案中提出，要
“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
非营利性医院。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
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

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
方面一视同仁。落实非营利性医院税收优惠政
策，完善营利性医院税收政策。”这些改变，
实际上是国家对民营医院这些年所作贡献的一
种认可。

加强监管促更好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一些民营医院靠
虚假宣传、不当经营坏了自己的声誉，也拉低
了整个民营医院的形象。很多老百姓一提起民
营医院，第一印象就是“骗人的”，这让那些
依法经营的民营医院，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
地。

“政府应严加监管，对那些骗人的医院该
关的关，该停的停，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公平
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钟国栋认为，这种市
场环境能更好地促使公立医疗机构、医护人员
加强内部协作，提高工作效率，激发他们的积
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更加关注病人求医就诊的
全过程，为群众获得质量更高、服务更好、价
格更低的医疗服务提供必要的条件，最终受益
者应该是广大患者、广大群众。
“民营医院可以说是我们卫生事业发展中的

一个短腿，在有序的市场竞争和监管下，民营医
院应该有更好的发展。”省卫生厅厅长包文辉认
为，公益性不应排斥市场竞争，多元化的竞争会
使我们的卫生事业呈现更生动的局面。

（上接第一版）今年，嘉祥在全省率先提出了
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年内全部消
灭有人居住的土房子(即土坯房)。

县委书记李长胜告诉记者，消灭“土房
子”的念头始于 2006 年 7 月的一场大雨，当时
大张楼镇出现灾情，县里干部趟着齐腰的水现
场察看，看到不少村民自建的土坯房出现了坍
塌。随后，嘉祥县制定了“安居工程”政策，
连续三年将其列入政府为民所办 10 件实事之
一。县民政局长高贵祥介绍，据测算，农民建
50 平方米住房需要资金 1 . 2 万元左右，危改补
贴资金主要由市县两级筹措，对贫困县按 6 ：4
比例分担，其他县(市)、区按 4 ：6 分担，还有部
分由福彩基金提供，专门用以救助残疾人家
庭。

嘉祥疃里镇楼张村党支部书记张来玉说，
县里提出消灭“土房子”，成了村里春节期间的热

门话题。他认为，温饱解决之后，农民最看重的就
是房子，村民盖房也都敢于借钱。在当地农村，娶
媳妇没有新房，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较富裕村的少数困难农户，他们的住
房问题往往能通过集体财力解决。兖州市西北
部的新驿镇东三村去年人均收入超过 7600 元，
记者在该村看到，多数房子比较新，但也有少
数破旧土坯房。据镇民政办主任周生龙介绍，
该镇的危房户多数是残疾人、鳏寡孤独或者是
因病返贫，对此，他们在危房改造中采取统一
规划、组织、施工、供料、结算，保证了改造
质量，节省了建房开支，让很多危房户圆了乔
迁新居的梦想。

房子下乡，住房保障更要下乡

抽样调查测算，目前我省农村居住在危旧

房的困难群众还约有 80 万户，大多处于市县各
级财政都不宽裕的中西部，还有相当部分处于黄
河滩区、采矿塌陷区。这些农户危房，如不靠近城
区，缺少市场驱动力，仅靠自身显然难以解决。

作为经济欠发达县，嘉祥县何以敢提出今
年消灭土坯房？

“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省建设厅村镇处
处长徐启峰反复强调他的看法：“这是公共财
政用到哪里效益最大的认识问题！”

记者了解到，我省为农民改造危旧房本意
并非是拉动内需，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
机。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早在 2008 年初就对
全省危房情况展开调研，推行农村危改主要是
为解决民生难题，缩小城乡差距，体现社会公
平。

嘉祥县今年 1 月的统计显示，目前全县危
房户还有近 5000 户，绝大多数是土坯结构，若

想一年之内改造完，谈何容易。除了向上级积
极争取外，该县决定，今年将公务用车费用、
会议费、接待费一律大幅缩减，节省资金近千
万元全部用于农村危房改造。
“不仅是房子下乡，住房保障更要下乡。”莱

芜市房管局住房保障中心主任焉立湖告诉记
者，根据去年该市对农村住房困难户集中调研
情况，今年他们借鉴城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
的补贴办法，提出住房保障城乡全覆盖，符合
条件的困难农民无论买房、租房、修房都可获
得政府补贴。

资金、政策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我省提
出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土地出让收
益统筹、提供小额贷款、民建公助、政府或村
集体投资、政府或村集体帮助危房户临时租赁
住房等一系列积极的“房子下乡”政策，确保
在五年内消灭全省农民危房户。

身份歧视、医保难进、监管不力……

民营医院的尴尬与期盼

《实施方案》明确，我国将于今年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并建立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对目录进行定期调整和更新。

根据这一《实施方案》，我国将建立基本药物优先选择和合理使用
制度，所有零售药店和医疗机构均应配备和销售国家基本药物，满足患
者需要。从２００９年起，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
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
《实施方案》指出，允许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基本药物全

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于保障人民群众

用药的公平可及和安全有效，降低群众用药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从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了解到，我国很早就响应ＷＨＯ的基

本药物行动计划，有关部门从１９９２年起开始制定基本药物目录并且每隔
两年调整一次。但我国目前基本药物品种过多，远远超过ＷＨＯ基本稳
定在３１０个品种的水平。

专家表示，我国目前缺乏一套完整的、鼓励支持基本药物的生产、配
送、价格低廉及临床合理使用的药物政策，因而基本药物的作用不明显。

为此，新公布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国家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
导价格。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招标情况在国家指导价格规定的幅度内确定
本地区基本药物统一采购价格，其中包含配送费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按购进价格实行零差率销售。

同时，要初步建立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推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兼并重组，发展统一配送，实现规模经营；鼓励零
售药店发展连锁经营。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由省级
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公开招标采购，并由招标选择的配送企业统一配送。

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今年公布
国家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

公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零差率销售

看好新医改前景

八成偏股基金扎堆医药股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