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3日讯 11月
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来到我省长沙、 岳阳、湘
潭、自治州等地，深入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医院和医学
院校、医药企业、血吸虫病
防治点调研，并主持召开医
改工作座谈会。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分别参加调
研或出席座谈会。

22日上午，刘延东在浏
阳市主持召开医改工作座
谈会，听取了我省医改工作
情况汇报， 面对面征求市、
县和基层医院代表的建议。
刘延东说，湖南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把深化医改作为重大民
生工程积极推进，在探索推
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双向

转诊制度、推进医疗人才县
管乡用、推进社会办医等方
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取得
的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希望
湖南继续发扬“心忧天下、敢
为人先”的优良传统，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 努力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争
当全国医改的排头兵。

刘延东指出，当前医改
已进入深水区，深化医改的
任务十分艰巨，要充分认识
医改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坚
定改革信心， 聚焦重点，加
大力度，蹄急步稳推进医改
各项工作。要加快推进医疗
资源结构调整，合理确定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布局规模，
既办好、 发展好公立医院，
也为社会办医留出空间；要
坚决破除以药补医的体制，
全面推进取消药品加成工
作， 深化药品采购机制改

革， 下大决心降低虚高药
价；要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 理顺政府和医院的权、
责关系，完善医院法人治理
结构， 建立体现公益性、保
障高效的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 要推进医保精细化管
理，推行按病种、人头付费
等复合支付方式，发挥医保
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引
导作用；要因地制宜、合理
规划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推
进社会办医有序、 健康发
展， 充分发挥社会办医的
“鲶鱼效应”；要健全分级诊
疗制度，强化医保、价格、财
政等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
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能力；要强化医疗卫生
服务的监管，解决好政策落
实“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加
快信息化建设，推进医疗服
务信息公开。 ■记者 唐婷

招聘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
广州、天津四个城市汽车总
量已超1200万辆。汽车停靠
在路边政府划定的车位上，
车主每次动辄要付出十几元
甚至数十元的停车费。 但记
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北京、上
海， 车主缴纳的停车费与政
府财政所得之间存在巨大差
额， 至少有一半收上来的钱
最终没有进入政府的口袋。
在广州， 进入政府财政的停
车费更少， 而天津地方财政

的相关收入甚至是零。
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

停车位，为何没能将车主付
出的停车费大部分转化为
公共财政收入？ 记者发现，
虽然不少城市声称停车管
理进行市场化改革，但一些
不合理的现象却显示，停车
位经营过度“私人化”，公共
资源分配长期“暗箱化”。

湖南律师石伏龙说，11
月初， 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
30多名私家车主委托包括其

在内的多位律师，向湖南、山
东、 河南等地政府寄出了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多位律
师和车主认为，对于临时性停
车，在已收取过包含养护费的
燃油税后，却又设置行政事业
收费项目， 有重复收费嫌疑。
但截至发稿时，各地政府仍未
对信息公开申请要求作出回
应。 ■据新华社

“沅江芦笋”
打造地域经济品牌

本报11月23日讯 今日上午，湖南沅
江芦笋功能价值研讨会暨芦笋产业新闻发
布会在沅江召开。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湖
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
术学院等学院、 研究院的科研人员， 对有
“洞庭虫草”美誉的沅江芦笋，从不同角度
进行了权威论述。同时，会上还进行了“沅
江芦笋”地域经济品牌的新闻发布。

2014年，“沅江芦笋”已向国家工商总
局申报注册原产地认证商标和“地理标志”
名称， 同时沅江市人民政府与湖南中医药
大学商定共同出资，成立了“湖南省芦笋研
究开发中心”，设立“芦笋产业联合研发基
金”，首期资金100万元。 ■记者 张文杰

长沙多所高校举办
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岗位少了
薪酬高了

本报11月23日讯 昨
日，湖南大学、湖南工业职
院等多所高校举办2015届
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三湘
都市报记者从现场获悉，
2015年湖南高校毕业生将
达31万人， 同时受经济环
境影响， 不少用人单位减
少招工计划， 就业形势依
然严峻。

在湖南大学招聘会现
场，记者看到，许多求职者
并没有直接去企业展位询
问信息， 而是先刷微信了
解企业的用人要求和职位
提供情况， 再去企业递交
简历。担心工作不好找，现
场还来了许多非毕业年级
的学生。 王子慧是该校研
二学生， 尽管还有一年才
毕业， 但她带着简历早早
来到招聘会现场， 希望能
从企业中提前寻到一个实
习机会。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使电商和互联网企业名声
大噪， 现场这些企业的展
台前挤满了求职者。 这类
企业开出的薪酬也较高 ，
应届本科生的底薪部分超
过4000元/月，某同城网首
次来湘招人， 甚至开出了
15万的年薪。 这类企业对
专业要求也并不苛刻 ，大
部分都给出“专业不限”的
承诺。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贺迅

长沙地铁2号线
西延线开始铺轨
2016年春季通车

本报11月23日讯 最快到2016年春
季时， 从武广高铁南站就能一路坐地铁到
梅溪湖。昨日早晨8点，伴随一 阵响亮的鞭
炮声，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第一段轨排顺
利在梅溪湖东站落下，标志着2号线西延线
正式进 入铺轨阶段。长沙轨道集团发布消
息称， 西延线计划在2015年12月底试运
行、2016年春季通车试运营。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一期与已通车
的长沙地铁2号线一期在望城坡站连接，建
成后将贯通运营。 西延线一期主要沿梅溪
湖片区主干道梅溪湖路和东部的雷锋西大
道、游园东路布设，共设梅溪湖西站、麓云
路站、文化艺术中心站、梅溪湖东站4个站。

■记者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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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货运脱轨线路已恢复通车
经过2天的抢修， 娄底火车站货运专线

23日恢复正常通行。21日，一列货运列车9节
车厢在娄星区花山办事处山塘居委会地段
出轨，所幸无人受伤。 ■记者 杨昱

2万人竞聘2203个军队文职
2015年度军队文职人员统一招聘考

试23日举行。2万余名考生将竞聘2203个
文职人员岗位， 平均报招比为10∶1，最
高的达到208∶1。 ■据新华社

马来西亚煤矿事故5中国矿工受伤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22日发生煤矿爆

炸事故，有5名中国矿工受伤，目前正在医
院接受治疗。 受伤的中国矿工全部来自安
徽，伤情主要是烧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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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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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7 16 蓝球: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12
1520
83851

1681997

11369653

1
3
39

2202
49095

336860

0
247269
3000
200
10

5

15000000

截至23日20时， 四川康
定“11·22”地震已造成5人死
亡，54人受伤。 地震还造成康
定、道孚、丹巴、九龙、泸定、雅
江6个县、55个乡镇受灾严重，
受灾群众7.9万多人。

地震发生后，正在斐济访
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
作出指示，要求四川省和民政

部等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
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
力减少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也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灾
情，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

目前， 地震已经过去24
小时，在各界全力有效的科学
应急、沉稳应对下，突遭地震
灾害的康定基本康定。

记者23日在受灾最为严
重的康定县塔公乡多拉村看
到，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已经
在这里开展工作，在指挥部一
侧的民政物资发放点，许多救
灾专用帐篷已经送到，同时还
配有棉被、 棉衣等御寒物资，
民政工作人员正在清点卡车
运来的方便面、火腿肠。记者
在多拉村多处走访，手机信号

均正常，移动、电信应急保障
车正在现场工作，电力保障也
全面就位。

康定县委宣传部相关人员
表示， 此前曾称42名学生受伤，
实为当时统计的总受伤人数为
42人，并非全部为学生。目前只
有19名轻伤者来自木雅祖庆小
学，他们已全部被送往甘孜州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 ■据新华社

康定地震致5死54伤，学生均为轻伤 习近平指示全力抢救， 李克强作批示

地震24小时过去，康定基本康定

新华社记者调查北上广津四地道路停车发现

至少一半停车费没进政府口袋

湖南首届国学进校园
公益大讲堂长沙举行

本报11月23日讯 23日，省社会主义
学院及中华文化学院巡视员、 中南大学国
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省湖湘文化交流协
会副会长刘孝听一席《建国君民， 教学为
先》的分享，引起了参与“首届国学进校园
公益大讲堂”的1500多名市民的共鸣。

“首届国学进校园公益大讲堂”由湖南
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中南大学国学研究
中心、华声在线等联合主办，于23日在省
委党校举行。 洗心禅寺首座妙华法师做了
关于“佛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分享，中国
十大金牌瑜伽教练周晓教授静心瑜伽，湖
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教授肖长江现场讲述了
《素食养生》等健康知识。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省人力资源
管理学会会长陈叔红，省政协常委、省人力
资源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彭崇谷出席活动
并致辞。 ■记者 杨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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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我省调研时强调

蹄急步稳推进医改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