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市(000916-002185)(六)(昨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000916 华北高速 4 .24 0 .95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917 电广传媒 24 .4 0 停牌
000918 嘉凯城 7 .82 1 .69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919 金陵药业 11 .13 0 .91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920 南方汇通 9 .72 2 .21 振荡整理，密切关注
000921 ST 科 龙 7 .68 0 .92 蓄试上攻，择机参入
000922 *ST 阿继 10 .95 2 .43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000923 河北宣工 9 1 .93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925 众合机电 24 .37 4 .59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926 福星股份 13 .48 2 .12 支撑较强，参入
000927 一汽夏利 8 .15 1 .87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0928 中钢吉炭 14 .12 1 .51 均线支撑向上，持有
000929 兰州黄河 11 .94 1 .19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930 丰原生化 8 .26 2 .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931 中 关 村 6 .65 1 .37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0932 华菱钢铁 3 .67 0 .27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0933 神火股份 25 .05 5 .16 巩固均线支撑，择机参入
000935 四川双马 10 .49 1 .65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0936 华 西 村 8 .72 3 .93 短线蓄势中，跟踪
000937 冀中能源 40 .05 6 .23 放量上攻，持有
000938 紫光股份 14 .69 1 .17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0939 凯迪电力 15 .64 1 .23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0948 南天信息 15 .2 2 .01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0949 新乡化纤 6 .09 1 .5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0950 建峰化工 7 .93 3 .12 多重均线压制，不介入
000951 中国重汽 27 .66 4 .02 暂未跌稳，不宜介入
000952 广济药业 11 .36 1 .43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0953 *ST 河化 6 .65 5 .06 涨停，关注
000955 ST 欣龙 5 .16 1 .57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957 中通客车 8 .64 0 停牌
000958 *ST 东热 5 .06 2 .02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959 首钢股份 4 .42 0 停牌
000960 锡业股份 32 .7 7 .53 上行动能较强，暂持
000961 中南建设 11 .43 0 短线略为整理，观望
000962 东方钽业 25 .5 8 .37 上档压力大，后市调整为主
000963 华东医药 32 .87 0 维持上行态势，关注
000965 天保基建 10 .74 0 .85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0966 长源电力 5 .73 2 .87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0967 上风高科 8 .79 2 .21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0968 煤 气 化 25 .97 6 .74 延续上攻行情，谨慎跟踪
000969 安泰科技 23 .18 5 .8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0970 中科三环 27 .98 9 .98 涨停，关注
000971 ST 迈亚 5 .73 1 .42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0972 新 中 基 14 .6 3 .55 震荡上行，持有
000973 佛塑股份 15 .21 1 .6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0975 科 学 城 6 .28 1 .45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0976 *ST 春晖 4 .5 1 .81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0977 浪潮信息 21 .86 3 .65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000978 桂林旅游 13 .35 2 .38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000979 中弘地产 17 .65 -0 .4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000980 金马股份 7 .66 0 .26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000982 中银绒业 14 .85 4 .72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000983 西山煤电 26 .69 6 .12 短线有支撑，可关注
000985 大庆华科 14 .3 0 .99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0987 广州友谊 26 .23 0 .08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0988 华工科技 19 .24 1 .05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0989 九 芝 堂 14 .84 1 .23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0990 诚志股份 14 -0 .07 支撑未稳，不介入
000993 闽东电力 11 .57 3 .49 延续上攻行情，持有
000995 ST 皇台 13 .19 1 .46 承接盘脆弱，观望
000996 中国中期 26 .18 1 .67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0997 新 大 陆 19 .72 2 .6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000998 隆平高科 32 .57 3 .66 蓄势消化压力，跟踪
000999 华润三九 25 .55 1 .83 重心逐步上移，关注
001696 宗申动力 10 .15 2 .63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1896 *ST 豫能 5 .01 0 .2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001 新 和 成 25 .25 1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002 ST 琼花 6 .55 1 .24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003 伟星股份 26 .48 2 .44 多空有争夺，防风险
002004 华邦制药 52 .74 3 .01 走出底部形态，择机介入
002005 德豪润达 17 .18 4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006 精功科技 45 .05 1 .01 上行受阻，观望
002007 华兰生物 48 .39 0 .79 蓄势上攻形态，暂观望
002008 大族激光 22 .4 0 .81 强劲上升行情，关注
002009 天奇股份 13 .97 1 .6 围绕均线波动，观望
002010 传化股份 18 .43 0 .88 箱体震荡，低吸高抛
002011 盾安环境 24 .83 5 .17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012 凯恩股份 15 .09 5 .45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013 中航精机 32 .54 5 .31 需时整固形态，暂观望
002014 永新股份 23 .74 -0 .21 拉升途中，跟踪
002015 霞客环保 11 .68 2 .01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016 世荣兆业 8 .82 1 .97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017 东信和平 25 .4 1 .68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018 华星化工 7 .31 2 .81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019 鑫富药业 16 .79 0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020 京新药业 17 .42 1 .75 波动幅度较有限，跟踪
002021 中捷股份 5 .84 1 .39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022 科华生物 17 .98 1 .24 回调基本到位，密切关注
002023 海特高新 16 .89 2 .55 机会不大，减磅为主
002024 苏宁电器 13 .1 1 .71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025 航天电器 12 .91 1 .73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026 山东威达 14 .78 5 .57 强势回调整理，关注
002027 七喜控股 6 .45 1 .26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028 思源电气 26 .27 0 重心缓慢上移，参与
002029 七 匹 狼 33 .04 2 .42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030 达安基因 13 .87 1 .99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031 巨轮股份 13 .54 5 .37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002032 苏 泊 尔 23 .9 4 .32 现价附近需整理，观望
002033 丽江旅游 34 .5 2 .4 强势整理形态，关注后市
002034 美 欣 达 14 .11 -0 .07 上攻欲望强烈，积极关注
002035 华帝股份 15 .48 1 .84 冲高回落，择机参与
002036 宜科科技 14 .3 1 .71 短线震荡蓄势中，跟踪
002037 久联发展 23 .51 1 .07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002038 双鹭药业 59 3 .87 盘升之中，暂观望
002039 黔源电力 21 .09 0 .62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040 南 京 港 9 .58 -3 .13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041 登海种业 65 .91 -0 .47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042 华孚色纺 29 .84 1 .63 振荡上行，积极关注
002043 兔 宝 宝 12 .2 0 单边上攻，跟踪
002044 江苏三友 15 .11 2 .79 放量反弹，短线关注
002045 广州国光 17 .92 1 .36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046 轴研科技 23 .15 3 .21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047 成霖股份 4 .94 1 .44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048 宁波华翔 13 .59 1 .8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049 晶源电子 27 .1 2 .81 上攻行情酝酿中，关注后市
002050 三花股份 33 .5 1 .82 积蓄上行动力，跟踪
002051 中工国际 39 .06 3 .22 消化抛压，跟踪
002052 同洲电子 9 .6 2 .24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053 云南盐化 12 .43 1 .06 空头形态，远离
002054 德美化工 12 .27 2 .08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055 得润电子 27 .43 5 .46 整理蓄势，暂观望
002056 横店东磁 39 .26 6 .2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057 中钢天源 26 .41 10 涨停，关注
002058 威 尔 泰 18 .7 2 .41 蓄势整理为主，暂观望
002059 云南旅游 9 .8 2 .62 回探下档的支撑，可跟踪
002060 粤 水 电 11 .46 2 .6 短线有调整要求，谨慎持有
002061 江山化工 11 .72 2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062 宏润建设 13 .45 2 .13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063 远光软件 31 .1 2 .54 保持震荡盘升，积极关注
002064 华峰氨纶 11 .21 3 .13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065 东华软件 30 .77 4 .31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066 瑞泰科技 17 .34 2 .06 考验均线支持，观望
002067 景兴纸业 6 .65 1 .84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068 黑猫股份 10 .89 0 .74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069 獐 子 岛 42 .85 3 .38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070 众和股份 8 .82 1 .5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071 江苏宏宝 11 .81 1 .64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2072 *ST 德棉 8 .19 2 .37 趋势向上，择机参与
002073 软控股份 26 .69 0 .34 强势上涨，关注
002074 东源电器 17 .31 -0 .8 走强待时日，观望
002076 雪 莱 特 10 .75 0 .84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077 大港股份 11 .45 1 .42 有上行欲望，跟踪
002078 太阳纸业 11 .2 1 .91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079 苏州固锝 17 .14 3 .5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080 中材科技 41 .4 1 .95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081 金 螳 螂 68 .78 2 .89 蓄势上攻形态，跟踪
002082 栋梁新材 13 .23 1 .93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083 孚日股份 9 .74 2 .8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084 海鸥卫浴 9 .36 2 .3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002085 万丰奥威 12 .1 3 .33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086 东方海洋 18 .45 7 .58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087 新野纺织 5 .67 2 .16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088 鲁阳股份 16 .52 1 .16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089 新 海 宜 25 .72 2 .96 重心上移，后势向好
002090 金智科技 13 .56 0 .67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091 江苏国泰 27 .2 2 .8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092 中泰化学 14 .43 2 .7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093 国脉科技 18 .08 3 .14 整理形态，暂观望
002094 青岛金王 13 .79 1 .62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002095 生 意 宝 26 .86 1 .82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096 南岭民爆 33 .95 -1 .57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002097 山河智能 16 .75 2 .01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098 浔兴股份 16 -1 .66 短线盘口有异动，跟踪
002099 海翔药业 23 .8 0 .93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100 天康生物 19 .24 4 短线盘口有异动，跟踪
002101 广东鸿图 32 .63 2 .26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002102 冠福家用 10 .01 1 .42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103 广博股份 8 .33 1 .34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104 恒宝股份 16 .94 0 .71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002105 信隆实业 7 .95 3 .52 上攻能量充足，持有
002106 莱宝高科 66 .25 0 .91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002107 沃华医药 13 .81 0 .29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108 沧州明珠 19 .08 2 .42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002109 兴化股份 10 .14 1 承接盘脆弱，观望
002110 三钢闽光 10 .82 1 .69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111 威海广泰 25 .2 5 多均线支撑，跟踪
002112 三变科技 15 .23 2 .28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2113 ST 天润 7 .99 1 .14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114 罗平锌电 16 .68 3 .6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115 三维通信 18 .48 2 .27 蓄试上攻，择机参入
002116 中国海诚 23 .19 3 .48 多重均线支撑，介入
002117 东港股份 28 .56 0 .92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118 紫鑫药业 32 .1 0 .06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002119 康强电子 12 .35 1 .73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002120 新海股份 10 .52 0 停牌
002121 科陆电子 30 .45 0 .53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002122 天马股份 13 .26 2 继续上扬，跟踪
002123 荣信股份 47 .5 0 .47 保持强势，跟踪
002124 天邦股份 10 .36 1 .37 暂未跌稳，不宜介入
002125 湘潭电化 25 .76 6 .18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002126 银轮股份 32 .7 0 .99 支撑较强，参入
002127 新民科技 14 .55 -0 .14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002128 露天煤业 25 .52 5 .32 主力控盘，持仓
002129 中环股份 27 .93 4 .22 主力做多动能增强，关注
002130 沃尔核材 23 .13 3 .77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131 利欧股份 16 .3 0 停牌
002132 恒星科技 31 .55 3 .89 回调基本到位，密切关注
002133 广宇集团 6 .31 1 .28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134 天津普林 8 .62 1 .77 机会不大，减磅为主
002135 东南网架 16 .59 1 .78 均线支撑向上，持有
002136 安 纳 达 16 .38 1 .99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137 实 益 达 12 .15 2 .1 振荡整理，密切关注
002138 顺络电子 27 .7 2 .44 上行趋势，持有
002139 拓邦股份 21 .14 0 .19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140 东华科技 41 .1 4 .85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002141 蓉胜超微 12 .15 2 .02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142 宁波银行 12 .4 0 .81 蓄势攀升，择机参入
002143 高金食品 10 .27 0 .79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144 宏达高科 17 .29 3 .3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145 *ST 钛白 7 .72 0 停牌
002146 荣盛发展 13 .59 5 .19 形态良好，择机介入
002147 方圆支承 15 .63 1 .56 上行受阻，观望
002148 北纬通信 44 .77 0 .72 巩固均线支撑，择机参入
002149 西部材料 24 .88 3 .02 短线蓄势中，跟踪
002150 江苏通润 15 .52 2 .17 蓄势消化压力，跟踪
002151 北斗星通 43 .71 1 .6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152 广电运通 54 .38 3 .86 升势可延续，跟踪
002153 石基信息 56 .5 5 .81 形态良好，择机介入
002154 报 喜 鸟 31 .8 6 上行欲望仍存，跟踪
002155 辰州矿业 35 .92 4 .48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156 通富微电 17 .83 5 .57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157 正邦科技 17 .15 0 .41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158 汉钟精机 36 -2 .83 波动幅度较有限，跟踪
002159 三特索道 18 .22 0 .66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160 常铝股份 16 .14 4 .47 延续上攻行情，谨慎跟踪
002161 远 望 谷 34 .91 4 .4 强势整理形态，关注后市
002162 斯 米 克 12 .28 2 .08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163 中航三鑫 16 .94 3 .48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002164 东力传动 19 .06 2 .14 短线震荡蓄势中，跟踪
002165 红 宝 丽 15 .09 2 .1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166 莱茵生物 25 .9 1 .93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167 东方锆业 46 .68 1 .48 延续上行趋势，观望
002168 深圳惠程 38 .71 -0 .92 多均线支撑，参入
002169 智光电气 21 .79 1 .87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002170 芭田股份 17 .51 6 .9 强势上行，关注后市
002171 精诚铜业 22 .6 6 .96 延续上攻行情，持有
002172 澳洋科技 9 .18 3 .15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002173 山 下 湖 18 .67 1 .47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002174 梅 花 伞 15 .7 1 .95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002175 广陆数测 15 .48 2 .38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002176 江特电机 29 .91 2 .29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002177 御银股份 18 .19 0 .83 蓄势整理为主，暂观望
002178 延华智能 16 .18 2 .53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002179 中航光电 18 .46 1 .65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002180 万 力 达 20 .5 2 .19 弱势未改，不介入
002181 粤 传 媒 12 .98 1 .41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002182 云海金属 18 .82 6 .15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002183 怡 亚 通 11 .86 1 .45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002184 海得控制 17 .2 1 .18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002185 华天科技 13 .97 -0 .21 强势上行，关注
本版数据及简评,不作买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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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基本药物制度覆盖范围扩大了
三区一县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今起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1月1日起，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同步推行综合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艺术生填志愿

选择面扩大

今年可报

普通本科一批
生活日报12月31日讯(记者

尹玉涛 )记者今天从省招考院获
悉，我省参加2011年高考的艺术
生，如果高考成绩优秀，就可以甩
掉艺术生的身份，报考本科一批中
的普通本科院校。和往年相比，在
2011年的高考中，我省艺术生填报
志愿时选择空间更大。

据悉，2011年，艺术类考生本
科志愿设艺术本科提前批、艺术本
科一批两个批次，与往年不同的
是，艺术类考生可在同一批次内，
选择填报艺术类志愿或普通文理
类志愿。也就是说，只要艺术生的
高考成绩足够好，就可以放弃艺术
类的提前批和本科一批，而选择普
通文理类的提前批和本科一批。

而根据往年的政策，考生只要
有了艺术生的身份，就和普通文理
类的提前批、本科一批“绝缘”，只
能兼报本科二批和本科三批的普
通文理科志愿。省招考院工作人员
表示，这一新政给艺术生带来更大
的选择空间。

2011年，我省美术类考生要参
加全省统考，获得本科合格证的考
生才有资格参加高校组织的校考。
非美术类考生则不设统考环节，只
参加高校的校考。各校考招生院校
在考试及评卷结束后，按专业招生
计划1：4的比例确定合格考生名
单，并发放《2011年艺术类专业考
试合格证》。

在考生填报艺术本科志愿时，
美术类考生既可以填报取得校考

《合格证》的院校及专业，也可以填
报使用省统考成绩的院校；非美术
类考生只能填写取得《合格证》的
院校及专业。此外，2011年我省在
济南、青岛、淄博、潍坊设立省外院
校艺术类专业考试考点，考试时间
为2011年2月14日至2月28日。

按照计划，2011年5月10日前，美
术类考生持省招考院发给的《美术类
专业合格证》、非美术类考生持招生
院校发给的《合格证》，到原高考报名
县(市、区)招考办确认考生类别。

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同时，因为配套机
制不完善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比如：
有些基本药物价格出现断药，有些基本药物价
格上升等。

张继勇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属于正常现
象。据统计，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大部分基
本药物降价了，只有少部分基本药物涨价，这
部分药物所占比例不到10%，涨价的原因在于
厂家和流通环节，比如药物出厂价上升等。至
于少数药物配送不及时，可能是由于某些省份
统一大规模购进某种基本药物，造成药物阶段
性短缺。

张继勇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部分
原因在于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时间较短，配套政

策相对滞后。比如，以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
要收入来源于药物收入，现在这部分收入没有
了，只能转而依靠政府补贴。而单纯依靠政府
补贴，“就药品补药品”显然不是长效办法。

张继勇说，“这需要推行由基本药物制度
实施引发的综合改革，包括推出绩效工资考核
办法、绩效考核办法等，将核定人员，核定任
务量，并将群众满意度列为考核要素。”

张继勇介绍，自2011年1月1日起，现行和
马上将要施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将同步推行综合改革。目前，各县市区的
综合改革方案已经上报各县市区政府，而综合
改革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问题建立长效
机制。

两港校
在内地扩招

港中大扩招15%
生活日报12月31日讯(记者

尹玉涛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
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
学院将在内地扩招，其中香港中文
大学将扩招15%。

据悉，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
在内地的招生计划将由去年的260

人增加到300人。同时，香港教育学
院2011年将在内地有所扩招，并将
在3年内实现内地学生达到学校学
生总数20%的计划。此外，香港教
育学院和香港理工大学2011年将
提高学费，其中香港教育学院由去
年的7 . 5万港元提高到8万港元，香
港理工大学由去年的8万港元提高
到10万港元。

师德不过关

将一票否决
生活日报12月31日讯(记者 尹

玉涛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
2011年至2015年，我省在教育事业
的发展中将重点组织实施8个项目。
学校将建立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制
度。

据悉，我省将组织实施的8个重
点项目如下：

第一，学前教育普及计划。用
三至五年时间，使全省所有乡镇都
建成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并充分
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农村学前
教育整体水平提高。

第二，素质教育推进计划。建
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公告和问责
制度；推进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
形成家庭与学校联合育人机制；实
行全员育人导师制度和班教导会制
度；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制度。

第三，普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
准化建设计划。

第四，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计划。

第五，高等教育内涵提升计
划。做好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省部共建
工作；鼓励高校合理定位，形成特
色，重点建设3至5所应用基础型人
才培养的特色名校、10至15所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特色名校、20所技能
型人才培养的特色名校。以构建适
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需求的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目标，建
设100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100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
10个大学生创新技能竞赛基地；遴
选建设750个特色专业和1500门优质
课程，立项、培育一批教学改革成
果。

第六，德育与学风建设计划。将
师德表现作为教师绩效考核、职务聘
任、进修深造和评优奖励等重要依
据，建立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制度。

第七，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计
划。以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为目标，
以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造就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
教师队伍。

第八，教育体制改革推进计划。
建立、完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高等
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招生
制度，建立各教育层次学生升学的学
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机制，使
统一选拔与发现特殊人才、保持考试
区分度与减轻学生负担有机统一。

海大276名学生

新学期要转专业

生活日报12月31日讯(记者 尹
玉涛)目前，中国海洋大学组织了新
一轮的本科生转换院、系班级学习工
作，下一个新学期，海大又将有276名
学生转到新的院系学习，这是该校实
行新的教学运行体系以来，申请和批
准转专业人数最多的一学期，这276

名转换院、系班级学习的同学涵盖了
该校全部18个院系。

据该校招办主任范其伟介绍，海
大从2003年起实行新的教学运行体
系，除艺术生和体育生外，其他专业
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在大三年级实
现转专业，文理不限，对于报考海洋
大学的学生来说，高考时若选的专业
不合适，有很大的转换专业空间。

身边

在张继勇看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最大的意义在于引导人民群众合
理用药和规范用药。

张继勇说，去年一年中国医疗输液用了104

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
高于国际上2 . 5至3 . 3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
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现在‘三素一汤’很普遍，这是不正确的。”
张继勇所说的“三素一汤”即抗生素、激素、维生
素和葡萄糖注射液静脉给药。他说，现在平均每

三张处方中就有一张处方开有抗生素，这显然
不合理。

张继勇表示，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最大意
义在于规范用药，“通过这个制度，促使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首先使用基本药物。”引
导市民接受基本药物，合理使用基本药物，减少
滥用抗生素、滥用药物的现象出现。

此外，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
大部分药品价格下降，这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无
疑带来了实惠。

2010年3月15日，历下区、市中区、槐荫
区、天桥区和章丘市辖区内政府举办的105所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率先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2011年1月1日起，基本药物制度覆盖范围将扩
大，历城区、长清区、高新区、平阴县辖区内
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

张继勇说，济南实施基本药物制度9个多
月来，运行平稳，效果明显。据统计，105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率先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
来，门诊量总计达171万例，和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33%，门诊量增长率较同期其他医疗卫生
机构门诊量增长率高10%左右。每门诊人次药
品费用由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前的88元下降到
57元，降幅为35%。张继勇说，这说明基本药
物价格有了大幅度下降。

张继勇介绍，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来，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引导居民就医首先使用
基本药物，累计药品让利金额为5113万元，让
利率达52%。各级财政完成补贴拨款4700余万
元，平均每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0多万元，这
基本保证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转。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还有不少问题
综合改革方案已经启动

现在的“三素一汤”用药很普遍，但不正确
基本药物制度最大意义在于规范用药

济南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
门诊每人次平均花费由88元降至57元

□本报记者 高明兴
□实习生 赵丽杰

今天起，历城区、长清区、高
新区、平阴县辖区内政府举办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实施基本
药物制度，这意味着除济阳县和
商河县外，济南市所有政府举办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全部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

济南市卫生局副局长张
继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2011年1月1日起，现
行和马上将要施行基本
药物制度的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将同步推行
综合改革，完善基本
药物制度的相关配
套政策。

未来五年，我省教育部

门重点实施8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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