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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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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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药房托管频生“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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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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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公布中央部门
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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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海军参演舰艇编队
抵达美珍珠港

医改创新咋成院长创收
新华社记者 李劲峰 徐海波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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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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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荣被免去
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真正实现“医药分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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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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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员操作混乱
是韩亚空难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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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李特南◎

!"#$%&'()* ! +,-./ "# 011
123#45+6789:

!" # $ % & ' ( ) * + , - .
%&'()*+,-

./01)*23'45

!"#$%&'() !*+,-%./0
1)23456(789:;<=>?@ ABC
D=EF=(GH% !" IJKL)#"" IJM
N)OPQ% $%& RI=STU V4WEF=()
XYZ[\]^L\_`ZaL\bc\defg)
Th '&\(& IijgkL)4lmS)no=p
qRrU stuuvw\xy:z{)|}~t
T=;<)  g&rV|}=
23
 @
6}~ )*+,-./*012342567,
$!$8 TK=g&=@
EJ ¡)¢D $ £¤¥)¦ §¨
@©#¢ª«;<¬=®@ $!'9 T :;<;
=/>?.34 ¯°±²³´µ¶·d¸¹) 0º»
¼½gRu¾L@ ¿ÀÁAÂKÃtÄÅ
ÆÇÈÉÊ=ËÌ@ $!9@ TÍÎÏKÐÑ
ÒABCÓ²³6(ÔÕÖ=ËÌ@

×ØDÙR23¤Ú) Û0Ü+=,
-\./=0Ý\Þß=àá\Üâ=ãä\å.
æ=ßçè\éê=ëìíîî
nïðñòØ\óôÍÎ=23¤Ú)D=
ßF)D=õF)D=ö÷)D=øù)
D=úûüý)þD=ÿ!gQ@ ¬7XD4"
#$=&%&9"\8" IJ'N)!" RI()*)$""
RI+Þ,-)ÙR.IN()/J0\1J
2)P34G56½7\E8H)KH9:@ ;
<nï23E÷)fZ[\]^L\_=L\`Z
>\de\?@L\1LAB=gLCÙD)DÏ
KEFµG) HITJKD4"bcLM)Ù
RNO2TJKL\JPQ)KD4RÈST@ 0
Ý=UV\ßç=W,-=äX4Y@
µZ) (7[6\A23¤ÚR]ö^
ä\_`agQ=ö÷)VÞß=àáXb
=øùEc)Üâ=ãäd6_`gQ\(ef

=ßçè\éê:ìí=än\ÈW\\
X4yYÌÈA '' ËD$"" )6
ò ø ä ø = '  R U Òò  ä ø 8E#& Ë
F$"" Ó@ Vn ï2 3 ¤ Ú = . I N ( 
g\Z=YÌ)þf òø äø @
' ) nï.IN(KD4_`Za¾L
bcLM)Ô\\ ¡þÙ¢@

)*2367(89:;
R=ÿ!gh@Ki}~Â¿j©r2k\lm
=;<)\A)4Fäno4F()pq\rs
tuÇv) w6234³dD¬PxÇv=ù
y)Û0äz:n{ÿY=|uiz@0Ý
Dno4}~0Ý=UV\UV
 )PrGH $"" I)_y0Ý=U
VXYDÿ=@4;<g&)Ü
+=,-\Þß=àá\Üâ=ãä\å.æ

_|}£\õ¤È}\ËÌ}
¼\¥¦ËÌ;<¼\å.È}KÃ|}£
§¨;<g&)©ª=ÿE÷)(7b
«423)fZ[\_`ZaL\]^L\bc\
dL=gLC¬D@
V 9%G=»Ec)fZ[\_`Z
aL\]^Lfg)bcT®R)Lde=(
NfJ@ Ç»=E÷d¼fg4u¯
öL=_°L@ efghi"#$!%&'"(#)')j

/0 ( 12 34567
! GH9@A; IJK*&L
6(ÔJ´
»©=4uËÌ
) ÍÎ}Î
\A

23\

K
Ãu\sbc
¤)GÂHf
Z[\]^L\G[
\`\\¹_L\»ºL\bc\]^òÁó\ô
õ\?@L\1L\_Tk§¨`A 8& Ru'®¾
L)DÂÀÁN\a23·@
! ?@iÄÅIÆÇÈ\L(}2É
ÊËvÌÍÎÏÐ\Ñ2ÉÒÍÎÓÔÕÖ×\Ø
ÙÚ`ÛÜ\LÝ2[×Þ\ÒÞß(àÖÓ
Ôá âãäevÌåKæÍÎçè 0$&á vÌK
LéêëAÍÎ]àØ\Lìí©\AÍÎ]
íîá ïðIÆñ¼\òóôL +,, õö\ÍÎË
÷]«¬ $,1á

!+,-9;6,iLÑ1@ø
ùKúûü\Èýþ¼ôL2Âÿù!K
ÖÓÔ\"#$%&×T'ÿø(ë@)*+\
âã¬îªT,á -L.K/0uv.=
P©ªT?@-Tø(á
!/0<xy&wx-v=10ôL\
è2L34×5F\6úûT7~ 2 Ï
Ð\8~^_9:;2K5Fá <=IÆ>
f\L?ë~â@K;2\7ABCDEF
wTGHIJKLMNOPá
!iQð1R-Hð\STR
ëR&×T,URKvVW\W71XYHWZ
[.\L]^K\R_1vÌ<HK`abc\d
L2É9`ÌåeWaT7RÏÐá R-AB
ôL\R;2fg¼hij\4Ú=Pl=
K³NR_á
!FG & ivÌ\L\Ñgk
àlmWnTopTqrst\EF{HLMNu

vÝw\EF & xy\zÅÝ2{|\d}|mÔ
©\~| - ã\ üÀÁK/á
!8<N izK\Ìå
KLld\ SP+F3s«¬\
T(\ÝgSá ô
LMNz«f1
K\WzKf
g¡¢£ÌÁ\¤-TxTuT+F
¥K=z¦§f(o¨©á
!HI¡¢HI£¤¥¦i\LÑg]
^ª«¬Tª«®¯\° Wv Jf ± ²/ /
K\(³´µ¶·¸Ý`ª«-á IÆJf\
ª«¬Tª«®¹ÌåKLìîY^_
v\ôLª«¬Tª«®¹g°ºNá W
1è2L1» ¼½ ¾e 4× ¿K d 0À à¥
9\WT¿ÁúûëÂÃª«ÄÅ;2K+
,5Fá
¼±ÆTþ~ô)H& Iý(ÔÇ»)
ðgRu¾L) (ÔJJG9Kb)
ÕÖ+ù®RÜ@ ×È3E÷»)
+i(jI %&& Ë=ÖvÌ@

! !"" "#$%&'()*+,
!"#$%&'()*+,-./01.2345.6789:;<.=><9?@9ABCD
E9FG9HI19J1KLMNOPQRSTUVWXY*Z[\]^_`PabC !"" cd

!"
#$

<=>?9@A BCDE6FA
±ÆõÈ²³RTG=´µ)ò¶
E·4R¸Æ4R)fZ[\]^L\¹_L\
º»LALM¼½³¾@ õÈ²³¿¾L\
ÀÁN=ÂÃÄÅÆ@ Û0&
!klm ( noi ÔÇGÈÉ% Ê
Ë)º»©#ËÌÍÎÅG)Ï¡Ì%ÐÑ
ÒÓ@
!plqriÔ¼ÕMÈÖ%×Ì¢)»e
¢)ÈÇØ\ÙÇØÐ)ÚÛ6Ï¡ËÌÜÝ@
!stiÞÀ¡ßÑÒf)ÔÙàáÈâ)
ãäD¡)åR(=qæËÌçGç¢@
!umiÔ¼DèNdé=ÈÖ)H=I
êÔÍØ)¶Èëì4ËTí)îgèï)?
@ðñÇ&Tí@ Z\ZaþËTír)fZ
[\_`Za¾L\]^L\bc\òÁó\ôõ\
æöA9u÷ø)ÔJVùúgKÃH¡)
Ï¡Ô¡ûûüý$þ()ÿÿ³³Ì23U

!""#$%&"$#''%%
"%()#'*"&%+*+

MNOPQRSTQ
UVT WXY
hO!È"D %& RT=fZ[L)N#
$È%D]^L)1&J¢)dD'®»e)
N6»(\»)N)e*+AÃ),-¥.
4/ø012ò3ÊG4¶u5ÿ6r@
!"#$%&'()*+,-./*01
2/*3%4567899:ÒÅx 4¶u
6=p7) !È"897N)eP:ãR
;<r)´6N=LX4/K¢@
Vn4>)XyA?T@T #% ABõ
¤CD=4EFÔHG)Ì%«ùHË@

vwxy '" zP7{|}~(
%&#@ T #% A #& IJñÈ}KLr4
EM(Ôÿ³NO¥)!È"=?TP
1Q%G9ò¶E=ãf\_`ZaL\]
^L\º»LA'®LLM)ý|}RÜõ
È²³S¾rÿ³)Û0&
;<=>?@-AB* CDEFGHI
JKLMNOPQ*@RSTUVTWXYZ
/[\@]7^_`\ab(2cde\fg
hiTjkl.mno
pqrs=> !" tuv\ wxy #" W
z\EF{HLMN|zW\(}~
`\5 7$\w $%&\

{=>uKEFLNOP
Q\STK-l/`\ zj
= \¡¢K£¤l¥¦§`
ò.~TUFÔ=ÅV) È~¯
WXM(Ô=Y>xZ)fZ[\]^L\
G[\`\\¹_L\»ºL\bc\]
^òÁó\ôõ\?@L\1L\_Tk§¨`
A 8& Ru'®¾L 6»ab=)×È
3E÷46Ç=»÷@

+,-/0<9>=<
QÆ?TcdG=õÈe»9yfg)
!È":N#$È%4yh)iujR(4
DÇ=»&%)N)ekl@Qm4r
nõÈ²³)Q%opn¥Õ²qÆõ
È|rKÃ|}£;s)N)et_=ÎÊ
ÅGU
8Gþu)vÎÊ ãS )$È %Ö Ì
º»ÍÎRr)!È"þÖÌÕMÛµòD
Ï)4RRAý)N)e4Ìwr4xU
¨© ª « ¬ ` '(  ® ) ¯ ° \ ± ²
*+,)-, K³N´\7(µ¶` ·
¨w¸¹ !.+\¸ /.-\º»¼½\ ¾
¿ÀÁKÂÃ ·
yz!È"{|þÎÊõÈ²³=}
N7f~)nZ[\Z]D?61ÅA
)4ïD_`ZaL\?@L=þf~È
D¢) )yDN»L=LM) & PP
)ÔçGç¢U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