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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医院的服务，二乙医院的收费；
省、市级的医疗服务，县级的报销比例。”现
在在周宁、寿宁，群众这样评价县医院。而
曾经，县医院破旧局促，群众一旦生病，第
一个念头就是去福安或福州医院就诊。

周宁县医院和寿宁县医院的变化，得
益于我市推行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举措。

为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
题，2010年底我市提出了以“大手牵小手”
带动山区县医院发展的改革思路。在近五
年的时间里，市委、市政府接连作出了“组
建周宁县医院医疗联合体”、“实施寿宁县
医院品牌托管”、“全面建立‘沿海三级医院
帮扶山区县医院’工作机制”、“全面开展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探索医疗集团管
理”等系列重要部署，有效提升了区域医疗
服务能力，有力推动了县级公立医院体制
机制创新，逐渐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央精神、
切合自身实际的改革新路径。

抓重点
促县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将“强基层”作为推进县级公立医院
改革的重要抓手，通过推动城市三级医院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进一步强化县级公立
医院在农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中的龙头
作用。

2011年 1月，闽东医院与周宁县人民
政府改变以往国内多数医院单纯协作的
方式，以利益共同体模式共同组建周宁县
医院医疗联合体。2012年，闽东医院对寿
宁县医院实行品牌托管，市级两所三甲医
院与山区县医院全面建立帮扶关系。

2014年底，宁德市医院医疗集团、闽东医
院医疗集团挂牌成立，7所县级公立医院
和 1所市级专科医院陆续纳入集团管理，
全面加强集团内部人才、技术、设备、管
理、培训等方面合作共享。

“大手牵小手”让县级医院重新焕发了
活力。改革以来，我市通过强化医疗卫生帮
扶、大力整合医疗资源、探索医疗体制改革
创新等措施，扎实有效地提升了县级医院医
疗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县级公立医院发展
速度得到提升，病人“回流”逐年增加。

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也使群众得到
了实惠。周宁县医院联合体开设闽东医
院专家门诊，群众在联合体就能挂到闽东
医院专家号。在闽东医院专家团队的传
帮带下，许多大、难、急病例可以及时到周
宁县医院、寿宁县医院诊治，按二级医院
收费标准收费，且与闽东医院转诊只需支
付一次起付线，为群众节省了开支。

建机制
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将药品、耗材零差率改革作为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切入点，通过取消药
品、耗材加成，建立财政专项补助，同步实
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医保支付改革，建
立新的运行机制，推动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性的轨道。

2014年12月15日，全市27所县级公立
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全市县级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迈开标志性步伐。2015年6月20
日，县级公立医院与城市公立医院同步实施
耗材零差率改革。两次改革先后对2102项

县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费项目价格进行
调整，重点降低检查化验价格和合理提高医
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格，并将调整后的医疗
服务收费项目按规定纳入城乡医保支付范
围，以此全面破除以药补医机制。至今年6
月份，全市县级公立医院药占比降至
40.20%，同比下降了6.22个百分点，改革进
行总体平稳，初步实现了从“以药养医”逐步
向“以技养医”的机制转换。

我市在实施药品、耗材零差率改革的
同时，注重减轻特殊人群的医疗费用负
担。明确规定尿毒症患者每周可在定点
医院接受不超过 2次免费血液透析治疗，
血液透析费和血透监测费由城镇职工、城
镇居民、新农合基金支付 90%，定点医院
减免 10%。超过 2次血液透析治疗的，第
3次开始按原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
待遇不变。对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属门
诊特殊病种治疗项目的，最高按主治医师
及以下诊查费的标准纳入城镇职工、居民
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截至今年 9月份，全
市已逾800名血透患者享受医疗费用减免
政策，累计减免医疗费用730余万元。

求发展
谋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

现行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存在政府与

公立医院职责不明确、办医职能分散在各
部门等问题。在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中，我市着力探索“管办分离、政事分开”
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部门将逐步由直接
管理公立医院转为行业管理，进一步促进
公立医院提升经营绩效和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回归公益性质。

目前，9 个县（市、区）政府已均成立
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的公立医院管
理委员会，对公立医院资产、财务、人事、
薪酬、绩效、管理目标、政策投入等方面
的重大事项实行决策和监督。该委员会
将集中公立医院管理相关权限，统筹决
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重大事项，推进
改革顺利实施。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
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将逐步过渡为公立
医院理事会和监事会的管理模式，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的建立。

下阶段，我市将按照《宁德市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实施方案》部
署要求，在控制公立医院医药费用不合
理过快增长、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完善药
品供应保障机制、探索医疗集团内部分
级诊疗等方面重点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
革，让更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于基层、受
益于百姓。

□ 本报记者 陈薇

强健基层 重在公益

我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成效初现

本报讯（许孙月 林志勇）“如今村里有了大马路、
公园、酒店……环境变好了，游客纷至沓来，我们也能
在家门口打工、做生意，收入翻番。”说起村里这两年来
的变化，周宁县浦源镇吴山底村村民连世涛赞不绝口。

在 2013年之前，吴山底村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
村庄，村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柴草农具占道乱堆，只
有一条窄小蜿蜒的村路通往外界，村民守着金山碧水
却过着苦日子，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近两年来，该
县坚持精准扶贫，整合美丽乡村、扶贫开发重点村、国
家级旅游扶贫试点村等资源，对吴山底这个生态资源
丰富的穷村进行“富养”，多方联动，“输血”、“造血”并
举，使该村显现出无穷魅力。去年夏天以来，该村接待
前来避暑、休闲、度假的游客 3万多人，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2013年的4800元增加到9800元。

坚持生态立村，让村庄“美”起来。根据村庄地理特
点和文化底蕴，投入700多万元，完成2.5公里通村路拓
宽硬化，房屋立面改造、路灯安装以及村内电网改造，建
成村口景观休憩公园、公厕、景观池等。同时，加强卫生
管理，生活垃圾实行“村收集、镇转运、集中处理”机制，
污水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进入人工湿地氧化塘处
理，解决农村污水处理难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为让村庄“旺”起来，该村引进福州熙宾酒店，投资
8500多万元，实施云山生态苑项目。该项目规划用地
85亩，总建筑面积近 3万平方米。目前，一期已建成生
态苑主楼、5座休闲木屋、接待床位 42张等。二期还将
建设酒店式公寓、环湖栈道、廊桥、九彩池等，进一步扩
大规模，引导群众发展家庭旅馆，增加收入。

家乡美了，游客多了，外出务工青年纷纷返乡发展
特色产业。去年来，全村改造茶园 100亩，垦复毛竹
1000亩，发展高山生态蔬菜 100亩，建起地窖，规模酿
造地方米酒。

2015年即将收官，各大部委年初开
出的民生清单上的任务落实得怎样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回访各部委，追
踪事关老百姓生活的各项民生政策推进
情况。

【环境】
——雾霾：9 大城市雾霾“元凶”

找到
承诺：环保部提出，力争年底所有省

会城市完成PM2.5来源解析工作。
落实追踪：完成了 9个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城市的源解析工作，其中北京、杭
州、广州、深圳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
车，石家庄、南京是燃煤，天津、上海、宁
波分别是扬尘、流动源、工业生产。

——黄标车：淘汰黄标车任务完成
超八成

承诺：全部淘汰 2005年底前注册营
运的黄标车。

落实追踪：今年1至10月，全国已淘
汰 黄 标 车 99.52 万 辆 ，占 淘 汰 任 务 的
85.46%，但陕西、湖南、江苏、宁夏、山
东、北京等地进展较慢。环保部已发出

“最后通牒”，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未完成
任务的省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
人进行约谈，督促整改。

【居住】
——住房：系列新政带来楼市复苏

和企稳，保障房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承诺：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
障性安居工程新安排 740万套，全年基
本建成480万套。

落实追踪：“330”新政、公积金新政、
降低首套房贷首付比、5次降准降息，系
列政策一定程度推动楼市复苏和企稳。
全国 46个限购城市已有 41个取消或放
松限购，仅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三
四线城市仍面临去库存压力。

2015年前十个月，全国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已开工 747万套，基本建成 688
万套，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不动产登记：省级机构职责整
合已完成，各地陆续开始颁发新版证书。

年初承诺：抓紧出台不动产统一登
记实施细则，尽快颁布使用统一的簿册
证书；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建
设；基本完成不动产登记机构职责整合。

落实追踪：省级层面的机构职责整
合已全部完成。市县职责整合超过
90%。各地已经陆续开始实施统一登记
并颁发新版证书。江苏徐州于 3月 1日
发放了我国首张不动产产权证书，在北
上广深四个一线大城市中，仅上海尚未
正式启动不动产登记工作。全国 100多
个市县实施统一登记并颁发新版证书累
计30多万本。

【医疗】
——看病：1000多个县市区试点分级诊疗，药

品、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承诺：制订分级诊疗指导意见，开展试点。
落实追踪：3077家县级公立医院、446家城市公

立医院取消了全部药品加成，江苏、浙江、福建等 7
个省份在全部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21个
省份的 224个地市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调整。28
个省份、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分级诊疗试点。

——医保：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满足大病医保
需求

全国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已有
90%左右地市实现市级统筹，解决了 60%以上异地
就医问题。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海南、西藏等省
市实现了省级统筹，进一步满足大病医保的需求，放
大了保障效应。

【教育】
——招生制度：取消6项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
承诺：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落实追踪：从 2015年 1月 1日起取消“省级优秀

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迹者”“奥赛获奖者”“科
技竞赛获奖者”“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二级运动员
统测合格者”等 6项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地方
性加分项目今年已取消 20项。各地普遍降低了地
方性加分项目分值，缩小了使用范围，并限省属高校
录取使用。 （下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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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吴山底：

生态立村 旅游兴业

扶贫攻坚不畏难

激情跨越山水间

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美丽乡愁

金融“活水”润“三农”

“输血”加“造血”

精准扶贫奔小康

致力“摆脱贫困”

开启“两高时代”

每一分钱，

都花在脱贫的刀刃上

同心共谱发展曲 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重三强”拓宽扶贫开发路

滴水穿石 攻坚拔寨

精准发力 做“准”文章

精准扶贫下功夫 对症下药祛“贫根”

城区兴 产业优 归侨乐

赤溪奔小康 邮储有担当

扎根红土地 帮扶千万人

12 月 4 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当天，福建海警
一支队三大队官兵深入辖区渔船、渔排等场所，向
渔船民发放 《普法宣传手册》、《警民联系卡》 等材
料，面对面向渔船民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重点
讲解打击防止越界捕捞、涉渔“三无”船舶、非法
猎取红珊瑚等违法行为的相关规定，以及海上遇险
自救与互救常识。 袁冠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