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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段涵敏）今
天下午，我省召开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透露，今年10月，浏阳
市、茶陵县、炎陵县、湘乡市、石门县、祁
阳县、冷水江市、龙山县等8个试点县市
的县级公立医院，将全面开启革除“以药
补医”破冰之旅，取消药品加成，实现药
品 （中药饮片除外 ）按进价 “零差率 ”销
售。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降低： 将减少近2个亿的
药品加成收入

县级医院是群众看病就医最多、最
重要的场所，我省县级医院服务县域居
民达5670万人。 据悉，8个试点县市的县
级综合医院 、中医院 ，以及有条件的妇
幼保健院纳入改革试点范围。

“据不完全统计 ，按照2011年度药
品收入测算，8个试点县市的县医院、中
医院、妇幼保健院一年药品加成收入一

共近2个亿。 ”省卫生厅政策法规处王湘
生处长介绍，破除“以药补医”是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 目前医院
的补偿由服务收费、 药品加成收入和政
府补助3个渠道组成， 其中药品加成为
15%左右，改革后，医院补偿改为服务收
费和政府补助2个渠道。

调整：提高体现技术劳务
价值收费，降低大型检查费

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的同时，如
何保障医院可持续发展呢？王湘生介绍，
医院由此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调整医
疗技术服务价格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
予以补偿。 一些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
价值的护理、手术等费用，将得到合理提
高，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总量，不得超过
医院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
入的80%。

省物价局透露，普通门诊诊查费控

制在每次10元内； 住院诊查费标准控制
在每天15元内； 一级护理收费标准不超
过每天20元。 治疗项目收费单项提价幅
度原则上控制在30%以内。 手术项目收
费标准的提价幅度不超过30%。 中医类
项目提价幅度控制在50%以内。 床位费
偏低的可作适当调整，3人间的收费标准
每床每日一般不超过30元。 检验检测类
项目不得提高标准。

据介绍， 为了不增加患者实际医药
费用负担， 调整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按
规定纳入医保支付政策范围。 同时将适
当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价格， 其中检
查费中的CT、核磁共振等大型医用设备
检查费降幅不得低于10%。

提升：提高县级医院服务能
力，县域就诊率提至90%左右

“通过改革，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
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

省卫生厅张健厅长介绍， 政府在每个县
（市）重点办好1—2所县级医院，到“十二
五”末期，所有县（市）至少有1所医院达
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

我省近期还将重点加强对县级医院
的重症监护、血液透析、新生儿、病理、传
染、急救、职业病防治和精神卫生，以及
近3年县外转诊率排名前4位的病种所在
临床专业科室的建设， 开展妇女两癌等
重大疾病和儿童白血病、 先心病等复杂
疑难疾病的筛查转诊工作， 合理引进和
开展新技术项目，适当放宽二、三类相对
成熟技术的准入条件， 提高县级医院的
服务能力。

另据透露 ， 目前实行的以按服务
项目付费为主 ， 将逐步转变为总额预
付 、 按病种付费 、 按人头付费 、 按服
务单元付费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复合
付费方式 ， 引导县级公立医院走上规
范行为 、 控制成本 、 提升内涵的健康
发展道路。

现代公民应保持
一份平和心态

学会以理性、文明、法治的手段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这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是有益的

苑广阔

不到一周时间， 几位中国乘客为争饮料在飞机上再度发生群
殴的恶性事件。 日前， 在四川航空塞班飞上海的航班上， 出现多
位乘客互殴的场面。 （9月11日 《新闻晨报》）

前几天， 在瑞士航空公司从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两名中
国旅客为争座位互殴， 结果导致航班被迫返航。 几天之后， 中国乘
客又在飞机上出状况了。 这次从一对一的单打独斗， 升级为两帮乘
客互殴。

在国际航班上为争座位、 争饮料这类芝麻粒大的小事而互殴，
这不禁让人纳闷， 是什么让一些人变得如此浮躁， 变得如此戾气
呢？

空中安全无小事， 在飞机上发生这种或对打、 或群殴的恶性
事件， 其后果不言而喻。 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事出有因， 比
如乘客维权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比如乘客醉酒后乘机等。 应该说，
搭乘航班时遭遇类似情况也属正常， 但是少数乘客在对待和处理
问题上， 却暴戾多于平和， 急躁多于理性， 最终让事态进一步升
级。

法治社会， 文明社会， 理性社会， 作为现代公民， 不管遇到何种
事情， 遭遇何种状况， 都应该少点暴戾情绪， 多点平和心态。 换言之，
权利可以诉求， 利益可以维护， 但是在维护权利、 解决纠纷、 消解矛
盾的过程中， 应该坚持法治、 文明和理性的底线， 切莫让暴戾情绪冲
昏了头脑。

在暴戾情绪支配下解决问题， 处理矛盾和纠纷， 最终的结果
不但丝毫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
比如瑞士航班上闹事的乘客， 最终被警方带走， 除了被处以拘留
罚款， 还有可能面临其他同机乘客的维权和索赔。

古语道， “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也。” 君子之风， 何以在今日
消失。 有人说过， 现在的人更容易发火， 更容易愤怒， 其主因是
因为现代社会节奏更快， 很多人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 正因为如
此， 保持一份平和心态， 学会以理性、 文明、 法治的手段去看待
问题， 解决问题， 这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是有益的。

威胜集团
与西门子强强联合
在湘成立智能计量合资公司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李伟锋）今天，

威胜集团与西门子在长沙签署协议，双方合
资在长沙成立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 （长
沙）有限公司，共同设计开发先进的表计数
据管理软件及设备， 并充分利用双方的技
术、资金、市场等优势，互惠共赢。

根据协议， 合资公司将充分整合 、 利
用双方在表计数据管理软件方面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 威胜集团将提供其在电表 、 气
表、 水表和热表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 ， 而
西门子则充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
加快合资公司产品的市场推广。

威胜集团是中国领先的能源计量设备
及整体解决方案供货商， 产品包括智能电
表、 水表、 燃气表、 热能表和相关的数据
采集终端及能源计量及管理系统 。 集团主
导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份额 ， 更出口
至全球10多个国家。

西门子则是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
领先企业， 主要业务集中在工业、 能源、医
疗、基础设施与城市4大业务领域，已有140
年的历史，其产品的品质得到广泛认可。

此次双方合作成立合资公司 ， 拓展新
的领域， 可谓强强联合。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 ， 副
省长何报翔出席签约仪式。

2012年度领导干部
出国培训班举行预培训

郭开朗出席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李宁） 今天上午， 我省2012年度领导干

部出国培训班预培训会议在长沙举行， 5个班次近百名领导干部将分
批次赴美国、 德国、 新加坡开展培训。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
郭开朗出席会议并讲话。

为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围绕 “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实现
两个加快、 两个率先” 战略部署， 省委组织部紧贴省委、 省政府工
作大局， 精心设计了文化产业、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两型社会
建设、 县域经济科学发展、 高等教育管理等5个专题， 以开阔领导干
部的眼界、 思路和胸襟， 为湖南转型发展和干部健康成长服务。

郭开朗强调， 境外培训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出国培训， 是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的现实需要， 是培养具有世界
眼光、 善谋科学发展的复合型领导人才的重要途径， 是提升湖南开
放型发展水平、 促进深度交流融合的有效举措。

郭开朗要求， 参加培训的学员要深化认识， 珍惜难得机会； 潜
心钻研， 提升学习效果； 从严要求， 树立良好形象。 要转变角色静
心学、 有的放矢深入学、 积极研讨相互学， 推动学思结合、 学用结
合， 努力实现培训效益最大化。

加大农业法贯彻实施力度
杨泰波率队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施泉江） 9月11日至13日，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委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泰波率执法
检查组赴常德市， 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贯彻实施情况开展
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常德市桃源县、 鼎城区、 澧县等进行检查，
考察了万福生科 （湖南） 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鼎城区灌溪粮食
标准化生产示范片、 澧县农康葡萄专业合作社等， 并听取了常德市
工作汇报。 近年来， 常德市紧紧围绕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
安全， 不断健全生产经营体制，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加大农业投入
与支持力度 ， 促进了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 2007年至
2011年， 全市预算安排支农支出增长了121%。 2011年， 全市粮食播
种面积1015.5万亩、 总产420.4万吨， 粮食生产成功实现连年增长。

杨泰波对常德市贯彻实施农业法的情况给予肯定。 他指出， 农
业法是我国三农工作的基本法， 颁布实施近20年， 为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近年来， 我省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得益于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也与各级各部门认真
贯彻实施农业法分不开。 开展农业法执法检查， 促进支农惠农政策
的落实， 意义重大。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农业法贯彻实施的力
度， 进一步提高依法兴农的意识， 加大对农业投入、 扶持、 保护力
度，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全力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我省首个国家
矿山公园开放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
讯员 欧阳朝夕 邓志鹏）今天上午，桂阳县政
府、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
桂阳县宝山矿区， 举行了湖南宝山国家矿山
公园首游式。

据介绍， 这是我省首个对外开放的国家
矿山公园。 宝山矿区地处被称为“八宝之地”
的桂阳县境内， 矿产资源丰富， 历史文化悠
久。 这里早在汉代就有了土法开采，长期来形
成了纵横交错的地下井巷， 现在保存着多个
时期珍贵的采矿遗址。 此外，在地壳运动作用
下，井巷内还形成了铜蓝、冰晶针、方解石等
多个独特景观。

近年来， 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树立“两型矿山”经营理念，在挖掘深部矿
产资源的同时，发展工矿旅游。 这次开放的宝
山国家矿山公园，规划面积7.8平方公里，核心
景区1.48平方公里，分为“一心七区”，即游客
服务中心与矿山风情园区、选冶工艺参观区、
井下探秘区、露采场景区、烹采园区、子龙训
练营区、矿冶博览园区。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开启革除“以药补医”破冰之旅

8县（市）将试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 � � � 9月10日， 志愿者与学生同台演唱。 当日， 中联重科爱心助
学物资交接仪式在保靖县清水坪镇马王小学举行， 中联重科青
年志愿者协会、 边城爱心协会为该校捐赠了8.4万元的钱、 物。

彭运生 彭司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