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拉萨10月14日电 记者14
日晚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获悉，
被困珠峰大本营和绒布寺的86名游客
已得到妥善安置， 无人员伤亡。

受孟加拉湾超级气旋风暴“费林”
外围扩散云系影响， 西藏部分地区天
气发生突变， 日喀则地区西南部普降
大雪， 定日县部分道路被封堵， 造成
珠峰大本营、 绒布寺共86名游客被困，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荷兰等国的13名
外国游客。 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日喀
则地区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迅速行动、
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实施救援。

公共浴室要禁“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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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健康服
务业主要包括医疗服务、 健康管理与
促进、 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务， 涉及
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用品、 保健食
品、 健身产品等支撑产业， 覆盖面广、
产业链长。 为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
近日， 国务院印发 《关于促进健康服
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这是新一届政府大力巩固和
扩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效， 统筹稳
增长、 调结构、 促改革， 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又一重大举措， 对于满足人民
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提升全民健康素质， 提高服务业水平，
有效扩大就业，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
形成新的增长点， 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 提出， 要在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基础
上，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着力扩大供给、 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消费能力， 促进基本和非基本健
康服务协调发展。 力争到2020年， 基
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 内涵丰富、
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 健康服
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意见》 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发
展健康服务业的主要任务。 一是大力
发展医疗服务。 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
局， 落实鼓励社会办医的各项优惠政
策， 优化医疗服务资源配置， 促进优
质资源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延伸。 推动
发展专业规范的护理服务。 二是加快
发展健康养老服务， 推进医疗机构与
养老机构等加强合作， 提高社区为老
年人提供日常护理、 慢性病管理、 中
医保健等医疗服务的能力。 三是积极
发展健康保险。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提
供多样化、 多层次、 规范化的产品和

服务。 四是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
服务。 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
势，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力争
使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乡镇卫生
院和70%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
力。 五是支持发展健康体检咨询、 全
民体育健身、 健康文化和旅游等多样
化健康服务。 六是培育健康服务业相
关支撑产业。 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药品、
医疗器械和其他健康相关产品的研发、
制造和应用， 大力发展第三方检验检
查、 评价、 研发等服务。 七是健全人
力资源保障机制。 加大人才培养和职
业培训力度， 促进人才流动。 八是夯
实健康服务业发展基础。 推进健康服
务信息化， 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意见》 从刺激消费需求、 鼓励
扩大供给两个角度， 提出了促进健康
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放宽市

场准入， 简化紧缺型医疗机构和连锁
经营服务企业的审批、 登记手续， 放
宽对营利性医院市场准入和配置大型
设备的限制。 二是加强规划布局和用
地保障， 扩大健康服务业用地供给，
优先保障非营利性机构用地。 三是优
化投融资引导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适合健康服务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方式 。 四是完善财税 、 价格政
策， 将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纳入
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投资补助范围，
免征或减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其医疗
服务价格全部实行市场调节价。 五是
引导和保障健康消费可持续增长， 完
善各类保险和补助消费政策， 落实并
健全购买健康保险的税收政策。 六是
强化法制建设和服务监管， 健全服务
标准体系， 规范服务行为， 完善监督
机制。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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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患者遭遇过误诊？ 国内误
诊率究竟有多高？对此，我国迄今没有
官方的数字。误诊带给人们的，常常是
过山车般的振荡：有的“起死回生”，虚
惊一场；有的贻误病情，丧失生命。

误诊之殇：
多少患者曾被耽误？
山东济南某企业负责人徐礼强

（化名） 提及长达两年的误诊经历说：
“就像一场又一场噩梦”。

2010年12月， 徐礼强因消化不
好、呕吐、肚子胀，去济南市一家三甲
医院消化内科就诊， 医院检查认为有
幽门螺杆菌，吃两周药后症状复发；后
到一家山东省级大医院消化内科作
CT、胃镜、B超等一系列检查，被诊断
为胃潴溜、胃扭转；又去一家中医院的
消化科就医，被诊断为十二指肠狭窄。

折腾两年后， 徐礼强身体急剧恶
化，体重锐减，只能接受鼻饲。2013年
1月，他被山东省立医院胸外科诊断为
膈氙，并于3月在北京接受手术。

在众多被误诊的人当中， 像徐礼
强这样尚能苟活下来的已属幸运。从
1990年就开始对国内误诊率进行调
研的《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主编陈晓红
介绍说， 近年来误诊率并没有因为现
代设备的增加而减少。

误诊之惑：
无法实现的“零概率”？
误诊不可避免给人们带来伤害，

那么误诊本身能否避免？ 受访专家直
言，误诊“零概率”几乎不可能，也不符
合科学。这或许是误诊真正的“痛”。

“误诊随时存在，不论医院大小，
都不可避免。”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
事郑雪倩指出， 现在医学对人体秘密
的认知仅有很小一部分。“老百姓对误
诊都不太接受， 但这正是医学的风险
所在，它合理存在但不合情。”

人们一般认为， 基层医院由于诊
断设备和接诊病人的局限性， 误诊率
会比大医院高。其实不然，基层医院对
疑难疾病误诊率可能偏高， 而对基层
发病率高的疾病， 其判断水平却高过
大医院。

误诊之过：
对医生是万分之一

对患者则是百分之百
“对医生来说误诊可能是万分之

一，对患者来说就是百分之百。”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蒋泽先认为，
健全的制度、科学的流程和敬业精神，
可以有效减少误诊。

陈晓红指出， 医生要从误诊中吸
取教训。 临床医生面对自己的诊断失
误，勇于撰写误诊文献，这是一种自我
反思的高尚研究， 也让后人借前车之
鉴。

有的医院为了避免误诊引发的医
患纠纷，则让患者过度检查。蒋泽先认
为， 适度检查和过度检查之间的度很
难把握，只要医生不是出于私心、为了

个人利益，就不应该认为是过度检查。
郑雪倩则认为， 不管是误诊文献

少，还是过度检查，都表明了医生面对
误诊的畏惧和不敢担当心理。 究其原
因， 与国家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持不无
关系。她建议，医学的风险，不应由医
院或医生来承担， 国家应设立保险或
基金来支持， 在医院医生无过错的情
况下，误诊也能被担当，患者能获得补
偿。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误诊之“痛”■新华视点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财政部14日发布消息， 中央财
政已于日前安排50亿元资金，
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污染治理工作， 具体包括京津冀
晋鲁和内蒙古六个省份， 并重点
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

财政部表示， 该项资金将以

“以奖代补” 的方式， 按上述地
区预期污染物减排量、 污染治理
投入、 PM2.5浓度下降比例三项
因素分配。 本年度结束后， 中央
财政将对上述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成效进行考核， 根据实际考
核结果再进行奖励资金清算， 突
出绩效导向作用。

中央投50亿元治理
京津冀等6省份大气污染

据新华社河内10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4日上午在河
内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对阮富仲的亲切问候。李克强
说， 中越都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
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
发，在发展中越关系十六字方针和
“四好”精神指引下，坚定不移推进
中越友好。中方愿同越方保持高层
战略沟通，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坚持经济优先、民生优先，深化
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指出， 能否处理好南
海问题， 不仅事关两国人民之间

的感情， 而且涉及双方拓展基础
设施投资等大规模合作的政治与
安全环境。 昨天我同阮晋勇总理
就中越海上、陆上、金融合作三头
并进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一致同
意在增进政治互信、 巩固传统友
谊的基础上，妥善管控分歧，不让
南海问题干扰两国合作大局，落
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 推动海上
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等合作机制
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进而促进
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把“四
好”精神落到实处，切实造福两国
和地区人民。

当天上午， 李克强向胡志明
陵敬献了花圈。

李克强会见阮富仲

不让南海问题
干扰两国合作大局

疑“祸”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沐浴业管
理办法》，因要求沐浴场所在显著
位置设置性病、艾滋病禁入标志，
遭到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和质疑。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艾滋
病和性病、 皮肤病的传染途径不
同，它不通过皮肤接触传播，只通
过性、 血液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
在公共浴室可能相互接触到的尿
液、汗液中，并不含有艾滋病毒。

他说， 禁止艾滋病感染者进

入公共浴所，缺乏可操作性，因为
艾滋病毒携带者与皮肤病不同，
在发病前没有外在病征表现，不
可能每个客人进入公共浴室前都
进行艾滋病筛查。

中国彩虹健康中心负责人、防
艾社工肖冬认为，公共沐浴场所提
示禁止性病和艾滋病患者入内，固
然是出于对其他客人安全和健康
的考虑。但是，迄今没有任何一项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曾有人是因为
出入公共浴室而被感染的，除非在
洗浴过程中发生高危性行为。

专家：不科学且无法操作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禁止化学武器
组织14日确认， 叙利亚当天正式加入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成为这一组织
第190个缔约国。

禁化武组织发言人迈克尔·卢汉
说， 叙利亚14日已经成为 《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 的“全权” 缔约国。

截至14日， 联合国和禁化武组织
共派出大约60名化武专家和工作人员，
以叙首都大马士革为基地， 执行化武
设施地点视察等先遣任务。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13日电 位
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叙利
亚广播电视大楼13日夜遭自杀式汽车
炸弹爆炸袭击， 造成叙利亚新闻电视
台播出一度中断。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 由恐怖
分子驾驶的两辆汽车当晚在位于市中心
伍麦叶广场旁的广播电视大楼附近爆炸，
导致总部设在该大楼内的叙利亚新闻电
视台播出短暂中断。当天晚些时候，叙利
亚新闻电视台节目已经恢复播出。

广播电视大楼遭袭

叙正式加入
“禁化公约”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
者14日从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获悉，
2014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
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始，报名和
公共科目笔试时间也已确定。

据介绍，考生报名主要采取网络
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为2013年10月
16日至24日。公共科目笔试定于2013
年11月24日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自治
区首府、直辖市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
时举行。

2014年国考16日起报名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4日电 记
者从云南省检察院获悉， 14日下午，
昭通市检察院以“量刑明显不当”
为理由， 就大关县一官员强奸4岁幼
女获刑5年一案，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
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9月24日，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
县法院对原大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郭玉驰将4岁幼女掳至家
中实施强奸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
处郭玉驰有期徒刑5年， 不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云南官员强奸幼女案最新进展
检方以量刑不当提抗诉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
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宣布，将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
济学家尤金·法马、 拉尔斯·彼得·汉

森和罗伯特·席勒， 以表彰他们对资
产价格所做的实证分析。

三名获奖者将平分奖金共计800
万瑞典克朗（约120万美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据当地媒体14日报道， 印度中央邦勒登格尔寺附近13日发生的踩踏事
件目前已造成109人死亡， 受伤者达100余人。 图为13日人们从踩踏事件遇
难者的遗体旁走过。 新华社发

珠峰被困游客
已被妥善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