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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改革

“我要感谢那位
姑娘(注：网络上广泛
流传的女子怒斥号
贩子视频)！一声吼，
推动了老大难问题
的解决。”
——卫计委主任

李斌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
委主任方来英在此次两会带来
了关于“号贩子”入刑的建议。建
议称，号贩子在一些医院周围，
通过多种手段，获得专家医生诊
疗的权利，并加价转让牟利。这
种交易，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
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
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方来英在建议中指出，目前
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
号贩子尚未入刑，“号贩子是在
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
劣，更应予以严惩”。他建议，在
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
平公正获得国家提供基本医疗
保障的权利。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认为，
号贩子问题深层次还是医疗的
结构性矛盾。“医疗的结构性矛
盾，主要指的是我们分级诊疗的
体系问题。”方来英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现在有大量的病人直接
涌入三甲医院，这是一个庞大的
需求，但这样的优质资源有限，
这种涌入也降低了其工作效率。
供求长期出现滞后，就会出现各
种倒买倒卖。

方来英表示，把分级诊疗搞

好的关键是强基层，强基层的关
键是强基层的人，也就是基层的
医生。解放基层医生，调动基层
医生的积极性，是我们真正能实
现分级诊疗的核心任务。

方来英同时强调，建立分
级诊疗，不是也不能把基层变
成一个三级医院。他表示，强基
层医生不是让他们都要成为专
科医生，要发展全科医生、家庭
医生，不仅是看病，还有安排转
诊、康复、健康指导、巡诊、精神
慰藉。术业有专攻，关键是建立
一个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各
司其职。

我要感谢
那个姑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
学院研究员孙建方向成都商报记
者表示，号贩子问题一直没能解
决，因为优质医疗资源从今天到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定会紧
缺。“贩子只会倒大医院、大专家
的号，不会倒基层的。”孙建方说，
因为就算大牌专家看的有些病别
人也能看，但病人不知道，病人必
须找他看才放心。他表示，医疗问
题很复杂，病人对情况的不了解，
就是分级诊疗建立不够完善。专
家号能从几百元炒到上千元，这
也表明医疗服务价格和市场需求

是不对等的。
在孙建方看来，把分级制度

做好已经有一些经验。比如北京
一些医疗机构建立知名专家团
队，这个团队中从普通、中级医
生，到专家，根据病人病情一层一
层看诊。这样的机构北京已经有
15个。第二，鼓励医生多点执业，
但这一项一直执行得不好。他解
释说，因为医院不愿意医生同时
到其他机构执业，医生的关系、福
利待遇都在医院，医院怕自己出
了钱病人还被带走。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

部长黄洁夫向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分级诊疗不是新东西，计划经
济体制下就有三级医疗网。但从
计划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后，医疗服务的体制没有随之
改变，没有靠市场经济的手段去
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说小病进社区，大病进
医院，如果是这样的口号，分级诊疗
永远实现不了。”在黄洁夫看来，小
病可能是大病，大病可能是小病，何
况每个人看病都以为自己是大病，
所以这种意义上，这样的口号是没
有效果的。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今年1月，一段东北女孩在北京某医院站了一两天没挂上号，怒斥号贩子将专家号炒高
的视频，引发广泛热议。昨天上午，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称她要感
谢那位姑娘一声吼，推动了号贩子这一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昨天下午，号贩子问题在医卫界别的小组讨论中被多次提及。

““要发展全科医生要发展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不仅是看病不仅是看病，，还有安排转诊还有安排转诊、、
康复康复、、健康指导健康指导、、巡诊巡诊、、精神慰藉精神慰藉””

强化基层医生

““比如北京一些医疗机构建立专家团队比如北京一些医疗机构建立专家团队，，从普通从普通、、中级医生中级医生，，
到专家到专家，，一层一层看诊一层一层看诊””

推进完善分级诊疗

“四川房地产
总体库存量不是很大”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所带来的
好处已有具体实践支撑。何健介绍，住建
部去年在眉山召开现场会，全国100个
城市的市长来取经，“眉山的做法实际
上就是把农民市民化，重点解决住房问
题，同时解决公共服务等问题。”当地对
农民工进城买房进行每平米补贴200元
~300元，同时鼓励企业让利销售。

“以新市民考虑住房问题作为主要出
发点，这就意味着在今后房地产的市场，
新市民是考虑的主体对象。”何健介绍，现
在实践也证明是正确的，农民购房占

60%～70%。至于新市民是否存在就业等
问题，何健认为不必担心。“现在的农民工
基本都在城里面，在城里面他实际上是有
工作做，就业并不是棘手的事情。”据介
绍，眉山模式将在我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针对报告中提到的“推进城镇化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何健介绍，我省提出了

“百万安居工程”，今年的任务是30万套保
障性住房，50%以上采取货币化方式安
置，“通过这种方式既把保障房做了，对房
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去库存也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卫计委主任赞“东北女孩怒斥号贩子”视频
推动解决号贩子难题

《政府工作报告》鼓励普惠性幼儿园
发展。面对一位女记者代表“二孩妈妈”
提出的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日表
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关方面预计
每年会新增300万名儿童，学前教育将面
临较大压力。他表示，全面二孩将给学前
教育带来压力，将以多种形式扩大资源，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采用政府购买措
施扶持民办幼儿园……

袁贵仁说：“2015年我国学前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75%，比5年前提高了24个百
分点，比‘十二五’规划中60%的目标高了
15个百分点。”据了解，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已连续实施两期，中央财政投入700
多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发展。

谈到即将到来的学前教育入园压
力，袁贵仁表示，首先要做好规划合理
布局，把人口变化和教育结合起来，做
好学前教育规划，合理布局学前教育机
构；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积极支持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
园，采用政府购买的措施来扶持民办幼
儿园，还可以根据学龄人口变化，在有
条件的小学附属办学前班；多种形式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学前教育教师的
招生培养，加速在职学前教育人员的培
训，推行学前教育特岗计划和支援计
划，在沙漠、林区、山区、水区、牧区等地
也可施行教师走教。

“最后是加强规范，确保孩子的健
康安全，努力实施好新颁布的幼儿园工
作规程，不断提高幼儿教育水平，幼儿
学校的治理能力。”袁贵仁说。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继续扩大重
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全国
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委赵振铣：这
些举措目的就在于促进教育公平。国家不
仅要支持九年制义务教育，还要从学前教
育抓起，尤其要在贫困地区、老少边穷地
区设立更多公立幼儿园。 （新华社）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
预计年增300万儿童

教育部长：
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房产
市场

今年要实现大
病保险全覆盖，政
府加大投入，让更
多大病患者减轻负
担。整合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制度，财
政补助由每人每年
380元提高到420
元。改革医保支付
方式，加快推进基
本医保全国联网和
异地就医结算。扩
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范围，
协同推进医疗服务
价格、药品流通等
改革。深化药品医
疗器械审评审批制
度改革。加快培养
全科医生、儿科医
生。在70%左右的
地市开展分级诊
疗试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财
政补助从人均40
元提高到 45 元，
促进医疗资源向
基层和农村流动。
鼓励社会办医。发
展中医药、民族医
药事业。完善一对
夫妇可生育两个
孩子的配套政策。

推进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和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今
年棚户区住房改
造600万套，提高
棚改货币化安置
比例。完善支持居
民住房合理消费
的税收、信贷政
策，适应住房刚性
需求和改善性需
求，因城施策化解
房地产库存。建立
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把符合条件
的外来人口逐步
纳入公租房供应
范围。

“住建部高度关注
一线城市房价变
化，北上广深四城
市正想方设法稳定
市场。”
——住建部部长

陈政高

全国人大代表、省住建厅
厅长何健称，今年将推
30万套保障性住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四川省目前房地产市场总
体如何？在化解房地产库存上，我省有哪些新政？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
大代表、省住建厅厅长何健，他表示我省房地产库存销售周期为12个月，刚好达到
警戒线，“全省房地产市场整体健康，压力不大”。

谈房地产市场“总体来说比较健康”

“四川房地产市场总体来说比较健
康。”昨日，何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
全省房地产库存销售周期大约在12个月
左右，去年年底还一度降到11.3个月，随
着这几年房子新竣工以后进入市场，总
数大概就在12个月。何健介绍，房地产库
存的警戒线就是12个月，低于12个月是
健康的，高于12个月就有一定问题，但是
少数地方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20几个
月接近30个月，“但是那是部分地方。”

目前，还有源源不断的土地正在供应
出来准备开发，“这样不断变化，房地产市
场不能保证一定健康增速的话，那库存也
会出现大问题，所以我们把去库存也作为

重要的工作来做。”何健介绍，首先是中央
的政策，例如降低首付，调整房地产交易
环节契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等。从地方上
来讲，则是保障性住房货币化安置，我省
去年一年货币化安置销售了房地产库存
的16%左右，这是很有效的一种手段。另
外对一些库存量偏大的地方要减少土地
供应，这也是去库存的重要手段。

“总体来讲，四川库存量不是很大，
所以对我们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何
健介绍，省委省政府把控市场的措施是
准确的，始终保持控制，不让房地产市
场大起大落，就像国家宏观调控一样，
要适时出台相应的政策调整市场。

谈新型城镇化“让农民带着钱进城”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入推进新
型城镇化”，何健介绍，我省将扩大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从最早的泸州和阆中，增
加了成都、绵阳和眉山。具体推进过程
中，一个关键就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
市民化”，不过目前的城镇化质量存在一
些问题，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
并没有转户，享受不到城里的公共服务。

何健认为，这就要求加大户籍制度
改革，加快提高户籍城镇化率。目前我
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47%，但是户籍

人口城镇化只有30%，绝大部分没有转
户。户籍城镇化率如何提高？“核心主要
是要让进城农民工真正成为市民，真正
在城市里面稳定下来，这样他才能释放
出巨大的消费能力，农民变成市民他消
费能力要扩大几倍。”同时，增强城镇户
口对农民的吸引力，目前农业户口含金
量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加大改革，让土
地流转，建立宅基地流转退出机制，“农
民得到一定的补偿，他就可以说是带着
钱进城。”

谈具体实践“眉山模式将全省推广”

昨天上午，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报告
摘登

●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增长9.6%,160亿元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
●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
●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
●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

报告
摘登 ●公共教育向中西部倾斜

●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
●办好特殊教育
●分类推进中职教育免学杂费
●落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政策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报告
摘登

●今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
●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
●完善住房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
●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
●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公租房供
应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