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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营“野”出新花样，
“M式”生活形态来袭

在冠军运动体验区，媒体和车主
粉丝在世界冠军的带领下进行了“超
级陆地划水 PK”，通过模拟“划桨”的
拉伸动作，进行全身肌肉有氧练习。
参与PK的车主表示，“平时很少见到
陆地划水的器材，这次能够在运动冠
军的带领下体验皮划艇的乐趣，是一
次非常难得的体验。”

激烈的运动体验区旁边是茶艺
体验区，动静结合，相得益彰。广
汽三菱特意邀请了专业茶艺师，现
场为大家传授沏茶、品茶、论茶等
茶艺技巧，为大家带来一方以茶会
友 的 天 地 。 当 天 ，粉 丝 们 细 细 品
茶，在茶文化中，感受到生活的闲
暇和放松。

除了一动一静的体验区，广汽
三菱还带来了“山猫”、“观星之旅”、

“葫芦娃”、“M-SPACE”四个文创
IP 展区，不仅将动漫经典元素融入
其中，还创意性地结合了当下年轻
人的个性态度，加入创新的潮流元
素，打造了属于广汽三菱的文创 IP
文化。

2021款奕歌首次试驾，
广汽三菱M-SPACE燃情体验营开营！

谭遇祥

12 月 4 日，2020 广汽三菱 M-SPACE 燃情体验营在广州北纬

23°8森林营地开启，营地内设立了试驾体验区、冠军运动体验区、

文创 IP展示区、茶艺体验区和四大车型展示区组成八大特色专区。

这是继广汽三菱在广州车展发布以客户为中心的“M-SPACE”数字

化服务平台后，首次举办的聚合多元化趣味线下活动，带领更多粉丝

探趣汽车生活。

酷炫车型亮眼吸睛，2021款奕歌驾趣爆棚

丛林野趣，探索不止。本次 M-
SPACE 体验营中，广汽三菱结合旗
下明星车型的个性特点，量身打造
了四大车型展示专区。2047“都市
家庭伙伴”欧蓝德家庭展示区融合
家庭、亲子、探索元素；潮流时尚的
奕歌展示区强势吸睛，彰显出酷炫、
洒脱不羁的真我本色；帕杰罗·劲畅
越野展示区带领大家回顾三菱汽车
叱咤达喀尔拉力赛、勇夺 7 连冠的王
者传奇。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劲炫改装车展

示区。广汽三菱这次不仅带来了葫芦
兄弟主题“痛车”，还有搭载EVO十代
动力系统和四驱系统的新劲炫、致敬
三菱征战达喀尔辉煌赛事的沙漠越野
版新劲炫、由改装圈顶流工匠派亲自
操刀打造的拉风敞篷版新劲炫。这些
展车处处体现了广汽三菱充满创意与
潮流的精神。现场的媒体和车主粉丝
们纷纷与改装车同框拍照打卡，一组
组大片强势占据朋友圈。

极限驾控，驾趣爆棚！对于看完
静态车型展示区“手痒痒”的粉丝，广

汽三菱特意在本次 M-SPACE 燃情
体验营安排了 2021 款奕歌试驾体验
区，供大家亲身感受试驾中“肾上腺素
激增带来的躁动”。试驾体验区模拟
了各种日常驾驶的真实路况，覆盖了
坡道、S 弯、绕桩、凹凸路等不同障
碍。体验者们驾驶 2021 款奕歌穿梭
于其中，亲身感受车型充沛的动力，纷
纷直呼“过瘾”！如此高“驾”值的
2021 款奕歌现已燃“擎”上市，售价
12.98万元起，为大家带来充满驾驶乐
趣的用车生活赋能。

广汽三菱提前放“大招”，全车系优惠诚意满满

为让更多消费者轻松将爱车带回
家，广汽三菱推出全车系优惠政策。12
月12日到店可抽取华为MATE40PRO
手机大奖及200-2000面额油卡；电商
平台1元试驾抽智能家电礼包等精美礼
品，下定可抽智能家居芝华士按摩椅、坚
果投影仪等豪礼，限量享价值1888元文
创礼包，天猫平台1元下订可抵1000元
购车金；广汽三菱品牌二手车换购欧蓝

德，享受补贴18000元；更有低月供、超
长贷款期，3年0利息等多种金融服务供
选择，详情可咨询各地经销商。

本次广汽三菱M-SPACE燃情体
验营的成功开启，让广大消费者看到
广汽三菱的趣味“玩劲”。这一场集创
意、潮流、跨界于一体的活动，不仅让
大家近距离体验潮玩乐趣与文创 IP
特点，还深度了解车型的独特魅力。

从“乐趣无边界，探索不设限”的品牌
主张，到“驾驭探索之趣”的品牌口号，
广汽三菱正以客户为中心，用更多元
化、更丰富的方式将驾趣融入消费者
生活中。未来，广汽三菱将继续以高

“驾”值产品实力以及不断创新的品牌
沟通方式，让更多消费者实现高品质
的汽车生活！

（本文图片均由广汽三菱提供）

广汽三菱2021款奕歌。

新劲炫改装车展示区。

敞篷版新劲炫改装车。

活动参与者大合照。

媒体和车主粉丝运动前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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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
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答题”的难度和挑战
不言而喻。

2012年以来，地处福建内陆山区的三明
市勇于涉“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不断突
破旧有利益樊篱和体制机制障碍，闯出了一
条破解医改难题的新路子，贡献了中国新一
轮医改进程中备受瞩目的地方样本。

小城市推动大改革

三明医改，缘何而起？
不少三明人认为，三明是一座因三线建

设兴起的工业城市，人口少、经济体量小、退
休人员比重较高，“未富先老”现象明显，医保
基金曾经面临“穿底”风险。因此，三明医改是
一场“被逼出来的改革”。

然而，更深层次的动因，却是医疗、医药
体制长期存在的“顽疾”：医保基金的巨大浪
费，不合理的医药体制，有悖医院治病救人的
宗旨，让一些患者蒙受着“看冤枉病、吃冤枉
药、花冤枉钱”的“二次伤害”。

医改千头万绪，从哪里打响“第一枪”？三
明瞄准了虚高的药价。2012年，三明通过重点
监控药品使用行为，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当
年，全市医药收入年均增长 15%的势头就降
到了7%左右。

2013年以来，三明通过药品耗材价格调
整，共增加医疗服务收入48.7亿元。同时，全
市县级以上公立医院药物占比从 2011 年的
46.77%降到 2019 年的 24.57%，而医务性收
入从18.37%上升为40.59%。

三明市副市长张元明认为，挤压药价虚高

是医改推进的关键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以此
为杠杆，三明进而实行医药、医保和医疗“三医
联动”改革，有力解决了医改“碎片化”的问题。

在医疗服务方面，三明通过改革薪酬总量
核定办法，医务人员的门诊和手术等医疗服务
量直接与薪酬挂钩。从2011年到2018年，全市
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平均年薪从4.22万元上升到
11.34万元，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大幅提升。

针对医保基金管理“九龙治水”的通病，
三明在全国率先将原来分别隶属于人社、卫
生等部门的 24 个医保基金经办机构进行整
合，组建了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2016年，又率先将药品采购和医疗服务定价
等职能统一到全国率先组建的医保局中。

“三保合一”后，三明推进按次均费用、按
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等多种复合付费方式
的改革，发挥医保基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百姓
正确就医，控制不合理医疗支出。

一组数据揭示了医改带来的直观“红利”：
2019年，三明人均医疗费用1734元，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46%，与此同时，基层就诊率不断提
升，如三明下辖的将乐县，县域内就诊率从
2015年的79.5%提高到现在的93.6%。

“动真碰硬”深化改革

“没有一项改革是在和风细雨中完成的。”
这是三明医改经历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三明医改的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复杂敏
感的利益调整。为此，改革者乃至整个三明一
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对内有个别医护人员
消极对待医改，少数患者不理解医改；对外则
有医药代表放言丢掉三明市场。

在以“治乱”为主的改革早期，三明建立
了跨地区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的“三明联
盟”，通过做大采购总量来换取药企主动降
价，这一改革举措曾让不少医药代表惊呼“三
明动真格的了”“医药行业要重新洗牌了”。

“三明医改可谓‘刀刀见血’，不是简单动
了个别人的‘奶酪’，而是彻底改变了‘从来如
此’的利益分配格局，遭到阻挠是必然的。”
三明市医保局局长徐志銮说。

让人振奋的是，三明医改最终“挺”了过来。
谈起背后的“奥秘”，三明人将其归功于

历届党委政府坚守初心、坚持原则的政治定
力以及三明医改敢于向医疗腐败动刀子、向
医疗不合理现象说“不”的勇气和魄力。

“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就放手去
干！”在三明医改一度遭到冷遇时，时任三明
市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的詹积富记得，当时三
明市党政主要领导始终给与支持、勇于担当。

“敢为天下先”的三明医改，在打出“三医
联动”组合拳后，如今已经进入以“治未病”为
重点的新阶段，正着力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全民健康服务体系。

2017年，三明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
成上下联动的紧密型医疗共同体，组建了10
个县级总医院、2个市区紧密型医联体，构建
起了区域健康管护组织。通过实行医保打包
支付，对各总医院实行“总额包干、超支自付、
结余留用”，推动县级医疗人才、诊疗病种、卫
生资源下沉到乡村。

不忘初心，改革再出发

“自始至终，三明医改人始终谨记为何

改、为谁改这一根本问题。”三明市委书记林
兴禄斩钉截铁地说。

2013年，三明将原先分散在人社、农业、
卫生等部门的医保职能集中时，新部门究竟
叫“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还是“医疗保障管理
中心”存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就叫“医疗保
障管理中心”。

“保险与保障，一字之差，体现的是政府
承担起保障和守护人民群众健康责任的准确
定位。”詹积富说。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郑振佺
说，三明医改在前行过程中能够不断啃下各
种“硬骨头”，根本在于切实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党对医改工作的统一领导，始终把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2019年11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
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
知》，要求充分发挥典型经验对全局改革的示
范、突破和带动作用。

被视为新一轮中国医改“试验田”的福建
三明，于2019年12月启动疾控综合改革的新
探索，设立“医防融合办公室”，推动实现专业
人员、业务培训、监测报告、医防资源、考核方
式、数据信息“六融合”，更好地发挥健康管护
组织作用，让百姓少得病、晚得病、不得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

“新一轮医改中，三明甘当‘冲锋陷阵’
者。向着全民健康出发，三明将把有利于人民
的改革进行到底。”林兴禄说。

（据新华社福州12月17日电）

省体育局召开冬训动员大会

体育湘军吹响
“一年双赛”冲锋号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上午，湖

南省体育局抗疫扶贫先进表彰暨2020年冬训动员大会
在长沙举行，体育湘军备战东京奥运会、陕西全运会的
号角就此吹响。

12月17日，东京奥运会倒计时217天，陕西全运会倒
计时272天。两大重要赛事举办时间相隔仅一个多月，这
意味着一大批高水平运动员将迎来“一年双赛”的严峻考
验。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舜指出，当前我省备战奥运
会和全运会形势严峻，时间紧迫，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
抓好今年冬训工作，力争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取得新
突破，实现巩固第二集团地位、继续领先中西部地区的目
标。省体育局副局长龚旭红与各训练单位负责人签订了陕
西全运会目标任务书，进一步明确了目标任务。

回顾湖南竞技体育本周期三年来的参赛工作，截至
12月16日，我省共获得了18个世界冠军、35个亚洲冠
军、194个全国冠军，亚洲冠军同比增长12.9%，全国冠
军同比增长28.5%。

谢卓芳

近期，中澳两国贸易关系风波不断。澳
大利亚国内有不少声音称，堪培拉应该通过
限制铁矿石出口的方式，来获得外交谈判的
主动权。

澳大利亚想用铁矿石卡中国脖子，已经
不是什么新鲜事。部分澳政客认为，中国对铁
矿石需求量巨大，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占比
接近7成，铁矿石是澳制约中国的“核选项”。

我国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占比巨大，是
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否意味着会被人拿捏得
死死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原
则，开拓更多进口渠道。巴西的淡水河谷就
是一个重要选项。淡水河谷长年稳居世界第

一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去年淡水河谷因为
一座尾矿坝垮塌，造成停产，导致产量下降。
如果澳限制对华铁矿石出口，淡水河谷显然
会很乐意在此时拿回属于自己的第一。

在非洲，中国也已拿下多个优质铁矿的
开采权，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几内亚皇冠的西
芒杜铁矿，该矿被认为是世界上未被开采的、
储量最大、品质最高的铁矿。今年年中，中企
联合体拿下该矿1、2号区块开采权，这两个
区块铁矿石产量初步估算在36亿吨以上。

废钢冶炼也是另外一条替代进口铁矿
石的出路。相比于开采铁矿，废钢冶炼更加
环保。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废钢冶炼的
支持力度，2015年工信部发布《钢铁产业调
整政策》，提出到2025年我国钢铁企业废钢
冶炼不低于 30%。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对环

保的重视，钢厂会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废
钢，回收冶炼。

铁矿石不仅卡不住中国的脖子，还会砸
了澳大利亚的脚。目前，出口铁矿石是澳大
利亚对华贸易中最赚钱的生意。澳媒统计数
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期间，澳对华出口
的铁矿石占其出口总量的87%，总交易额高
达人民币4947亿元。可以说，澳大利亚的铁
矿石若中国不接盘，世界上就没有能接盘的
国家。

虽然澳中断铁矿石供应的可能性很小，
但我们仍要警惕澳大利亚在铁矿石政策上
的小动作。例如近日澳铁矿石价格疯涨
60%，外界推测，可能与某些铁矿石巨头有
关。眼下，如何提升我国在铁矿石市场定价
的话语权，已成为迫切要求。

用铁矿石当筹码，澳自视过高了天下微评

郎平续约
带队至东京奥运会结束

据新华社广东江门12月17日电 据国家体育总局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17日上午透露，中国女排
主教练郎平已完成续约手续，将继续带队至东京奥运会
结束。明年1月中上旬，中国女排的新一期集训将在北京
展开。郎平在东京奥运周期执教中国女排的合同原本是
在今年8月底到期，中国女排今年的集训也在那时结束。
由于东京奥运会延期，郎平也随之续约。

求解世界性难题的改革样本三明医改：

太极拳、送王船申遗成功
中国总数居首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从文
化和旅游部获悉，北京时间12月17日晚，我
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我国与马来西亚联
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
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两个项目，经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
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
共有 42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
界第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第15届常会于12月14日至19
日在线上召开。本届常会共评审57个国家申
报的5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针对近期湖南、江西等地
出现的电力供应偏紧局面，国家能源局17日表示，将采
取四方面措施保障电力供应。

一是督促电网企业优化运行方式，加强输变电设备
运维管理，挖掘跨省跨区联络线送电潜力，充分发挥大
电网平台作用，提高省间资源调配能力。

二是督促发电企业将保供任务责任落实到人，加强
机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机组稳发稳供，避免因重要设
备临时停运造成电力缺口。

三是部署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工作，切实做好今冬明
春煤炭稳定供应。

四是督促各地区电力主管部门落实应急预案，做好防
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准备，指导电力企业做好抢修复
电应急准备，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对电力系统运行造成
的影响。同时，密切跟踪电力供需形势，压实地方主体责
任，协调各地、各相关部门切实做好电力供应保障。

国家能源局：

多措并举应对
南方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偏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