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
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以“破” 为“立”， 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攻坚拔寨

医改， 公认的世界难题。
让 13 亿多人民看上病 、 看好

病、 看得起病， 考验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执政魄力与执政智慧。

如何既突出医院的公益性， 又
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营、 保障医护人
员待遇？ 怎样在不增加群众医药费
用负担的同时， 充分调动公立医院
改革积极性？ 织密织牢全球最大基
本医疗保障网的同时， 又该怎样应
对全国年诊疗量近 80 亿人次的挑
战？

医改面对着最难啃的硬骨头。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习近

平总书记为医改难题刻下定盘星。
“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

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不能走全盘市
场化、 商业化的路子。”

“政府投入要重点用于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 不断完善制度、 扩展服
务、 提高质量， 让广大人民群众享
有公平可及、 系统连续的预防、 治
疗、 康复、 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

人民至上， 是健康中国建设、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清晰的指向。

“以药养医” 是长期以来掣肘医
改进程的痼疾。 2015 年 4 月， 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十
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城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提出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 直指
“以药养医” 等问题。

路径清晰、 措施得力， 方能成
效显著。 5 年来， 我国医疗机构收
入结构持续优化， 医药费用过快增
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个人卫生支
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 2011 年的
34.8%下降到 2016 年的 28.8%。

推进分级诊疗也是党中央的一
剂改革良方。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 鼓励构建医疗联合体， 医疗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日渐清晰。
2017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中央深改组会议 ，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机制的实施意见》， 提出通过定点
生产、 协调应急生产和进口、 完善
短缺药储备等多种方式， 让医患双
方早日告别 “一药难求”。

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就药
品短缺问题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推
出 “一揽子” 解决方案。

今年 5 月， 国际著名医学杂志
《柳叶刀》 将中国列为全球医疗进
步最大的 5 个国家之一。 “中国医
改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项目将为全球健康治理贡
献宝贵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
代表施贺德说。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人民共建共享”

从“被动治病” 到“主动保
健”， 用社会治理“大处方” 做永
续动力

健康中国， 不仅要靠医疗卫生
服务的 “小处方”， 更要靠社会整
体联动的 “大处方”。 只有像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所强调的 ，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 人民共建共享”， 才能找到健
康中国的正解。

“健康中国建设涉及几乎所有政
府部门， 破题不易， 推动更难， 必
须有集中的顶层设计， 有高效的行
政体制， 才能够有效启动。” 国务院
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 健康中国
建设正在以更长远的历史视野， 对
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综合治理。

这五年， “防” 字当头， 关口
前移———

为发挥中医药维护人民健康的
独特作用， 我国开展 “治未病” 健
康工程。 国家面向全体城乡居民免
费提供 14 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基本覆盖
了居民生命的全程。

这五年， 体育回归 “发展体育
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初心———

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把增强人民体质、 提高健康水平作
为根本目标， 营造重视体育、 支持
体育、 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 倡导
形成全民健身的新时尚。 在第十三
届全国运动会上， 19 个群众比赛项
目让 7 万名普通体育爱好者走进了
国内最高体育赛事。 走过 58 年的
全运会， 成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
相结合、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相融
合的新平台。

这五年， 全民呼吸保卫战正式
打响———

2013 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即 “大气十条” 出台。

统计显示， 通过改造关停燃煤
锅炉、 整治 “散乱污” 企业、 加强
环保督察等铁腕举措， 2016 年， 74
个重点城市 PM2.5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 30.6%。

这五年， 舌尖上的安全网不断
织密———

为提高监管专业性， 让食品安
全不再遭受标准缺失之痛， 我国历
时 7 年建立起符合国情的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 完成了对 5000 项食品
标准的清理整合， 发布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1224 项。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推行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 营造绿色安全的
健康环境。 针对全人群、 围绕全生
命周期， 健康正融入所有政策， 融
入百姓每一天的生活。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不断
取得新的成就”

面向 2030， 协奏出人民康健民
族昌盛的奋进乐章

着眼未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勾勒出夯实健康中国之
基的 “设计图”： “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以普及健
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
保障、 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健康产
业为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 抓紧补
齐短板，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三
步走” 的宏伟战略目标已经开启：

2020 年，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
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基本
形成内涵丰富、 结构合理的健康产
业体系， 人均预期寿命在 2015 年基
础上提高 1 岁，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
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2030 年， 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
体系更加完善 ， 健康产业繁荣发
展， 基本实现健康公平， 人均预期
寿命达到 79.0 岁， 主要健康指标进
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050 年， 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

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
展望未来， 一项项人民健康期

待， 呼唤推进健康中国 “硬任务”
再发力：

从 “有药用 ” 到 “有良技 ”，
从 “看上病” 到 “更舒心”， 从 “看
得起病” 到 “更便捷”， 从 “谋职
业” 到 “更幸福”， 从 “治病” 到
“健康＋” ……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对我们的
国家和人民、 对中华民族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
党全国一定要统一思想 、 齐心协
力、 开拓进取，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为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进一步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动员令。

健康中国的推进， 协奏出民族
昌盛的壮丽乐章。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13 亿
多中国人民必将以更加健康的姿态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迈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辉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 13日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纪实

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健康之基
（上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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