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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6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做好粮食收储和仓储设施建设工作，
研究决定完善农产品价格和市场调控机
制， 确定促进产业转移和重点产业布局调
整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 做好粮食收储既是当前紧
迫工作，也是长期任务，事关重大。 要多措
并举，加强收储和仓储设施建设，确保粮食
颗粒归仓。 一要大力促销腾库，采取定向销
售等办法，消化临储粮和陈粮，为新粮腾出
仓容。 结合近期对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情
况的全面督查，开展专项检查，确保所有国

家粮仓用于储粮，对挪作他用的，要坚决纠
正、严肃问责。 二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引导
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仓储设施建设。 三要完
善粮食经营者库存制度，奖补结合，鼓励企
业多购多存。 四要强化地方政府特别是销
区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储备任务，今年增加
地方储备500亿斤。

会议认为，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完善农
产品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 是新形势下更
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会议确定，一是在
保护农民利益前提下，推动最低收购价、临
时收储和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向农产品目标

价格制度转变。二是明确政府责任。中央政
府重点调控谷物、棉花、油料、糖料等，其他
农产品主要通过市场调节， 地方政府也要
承担稳定市场的责任。 三是在保证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上，发挥好进
出口和国家储备调节市场供求的作用，防
止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

会议指出， 顺应经济发展规律， 引导
东部部分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对于促
进区域梯度、联动、协调发展，带动中西部
新型城镇化和贫困地区致富，拓展就业和
发展新空间， 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跃
升，具有重大意义。 一要营造承接产业转

移的良好“硬环境”和“软环境”。 加大薄弱
环节投资力度， 加快改善中西部交通、信
息、能源等基础设施，强化财税、金融等服
务，做好人才开发和产业配套。 二要发挥
市场主导作用，注重政策引导，促进东部
地区产业创新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产能向
中西部转移。 三要发挥资源禀赋和区位优
势，强化资源型产业布局导向。 四要深化
产业国际合作。 五要实施差别化区域产业
政策，切实保护环境，节约集约用地用水。
通过产业转移和布局优化促进中国经济
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审计署25日发布审
计公告，公布了38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
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这38个部门是：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
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
计生委、人民银行、国资委、税务总局、质检总局、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统
计局、林业局、宗教局、新华社、中科院、银监会、证监
会、保监会、社保基金会、海洋局、民航局、邮政局、人
民日报社、审计署。

审计发现， 这些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预算收支
基本符合预算法和其他财经法规的规定， 财务管理
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对以前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认真进行了整改。 审计
发现， 仍有一些部门及所属单位没有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三公”经费超标、违规盖楼和办公用
房超标、动用财政资金发“福利”等违反财经制度规
定现象仍是主要问题。

审计署公布中央部门
预算执行情况

据新华社美国夏威夷6月24日电 当地时间24
日9时（北京时间25日3时），参加“环太平洋-2014”
演习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海口舰、 导弹护卫舰岳
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与和平方舟医院船，顺利
抵达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基地。

我海军参演舰艇编队
抵达美珍珠港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25日下午在京闭幕。 会议
经过表决， 通过了关于免去苏荣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职务、 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苏荣被免去
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记者 穆东）美国国
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4日在听证会上发布调查报告
说， 飞行员操作混乱是导致韩国亚洲航空公司波音
777客机空难事故的重要原因。

报告认为， 飞行员在操作一项保持飞行速度的
关键控制装置时出现困惑， 从而导致飞机接近跑道
时的速度低于所需速度，而且飞机也飞得过低。

飞行员操作混乱
是韩亚空难重要原因

新华社记者 李劲峰 徐海波

湖北武汉新洲区曝出药房托管窝案，
浙江台州市中医院领导班子在药房托管环
节几乎“全军覆没”，广西柳州市一院长收
受药房托管企业65万元……近期，多地发
生的贪腐案件，暴露出医院药房托管操作
中的一系列漏洞。

药房托管：院长被“拖”下水
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局原局长李厚平因

受贿罪，近日在武汉市中院二审被判处有
期徒刑4年。 法院审理查明，李厚平在新洲
区人民医院实施药房托管期间，多次为两
家医药企业参与托管业务提供帮助，共受
贿10余万元。

在该案件中，被药房托管“拖”下水的，
还有新洲区人民医院原院长张某、原副院
长许某。 两人因在药房托管中分别受贿10
万元、4.8万元等违法行为， 被判处有期徒
刑5年及3年。

医院药房托管，是指将药房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离，将经营权委托给医药公司管
理，旨在斩断医药代表给医生送回扣的勾
连，减少大处方与高价药。

作为“医药分开”、遏制药价“虚高”的
举措，近年来，国内多地公立医院推广实施
药房托管，在一些地方也的确降低了患者
医药费用。

然而，由于制度存在漏洞，药房托管渐
生“蛀虫”，多地频现贪腐。 业内人士表示，
医院实施药房托管中，一些医药企业为获
取托管资格，四处送钱打点关系，使药房托
管遏制药价虚高效果大打折扣。

贪腐利益：环环都有寻租空间
记者调查发现，原本剑指医药系统药

品回扣等商业贿赂腐败的制度设计，药房
托管在招投标、管理费收取、药费结付等实
际操作环节中，环环有漏洞，形成钱权交易
的贪腐利益链。

———暗箱操作，“萝卜招标”。 对医药
公司而言，托管药房就相当于垄断医院的
药品购销渠道，可以“日进斗金”，否则就

“卖药无门”。 因此，医药公司不惜花重金
挤进药房托管。 而“招投标”就成为院长们
操作的首选阵地。

———收入分成“领导定”。 药房托管企
业，需将一部分药品收入以房屋场租、设备
折旧等名义向医院缴纳管理费，药品收入

分成比例一般都由医院领导班子，
尤其是“一把手”拍板决定。

———药款结付“一支笔”。加快
药款结算进度，也是众多托管药企
向医药管理层行贿的动因。广西柳
城县人民医院原院长韦扬被指控
在药房托管中收受贿赂，加快院方
结付药款。

真正实现“医药分开”
药房托管自本世纪初开始尝试后，在

一些地区药价确实有一定幅度下降，减轻
患者负担、减少药品回扣。 但不少业内人
士质疑这种制度设计并未真正实现“医药
分开”， 反而容易形成新的垄断与腐败利
益链条。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药房托管实施过
程中， 暴露出的招标运营过程欠透明，医
院和药企过分追逐高利润等漏洞，致使这
项创新举措容易沦为部分群体创收渠道，
难以真正降低药价。 因此业内对规范药房
托管、堵住寻租漏洞的呼声一直不断。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
国华说，医卫和纪检等主管部门应加强对
医院药房托管的全程监管，逐步增加药品

价格、销售收入、药房财务等项目的透明
度，重点监督药房托管的招投标、管理费、
药款结算等环节，从严查处涉及药房托管
的医疗系统贪腐案件。

解决药价虚高，根子还在“医药分开”：
要让医生有医生的独立价值，让药品有药
品的合理价格，而不能让医生的价值附着
在药品上。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表
示，解决药价“虚火”，就需要解决政府投入
问题。 应该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
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通过合理的财政支
出来补贴医院经费， 体现医生的价值，将

“医药分开”尽快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武汉6月25日电）

医院药房托管频生“蛀虫”

医改创新咋成院长创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