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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

“吊瓶森林”泛滥，“
过度输液”该休矣
委员呼吁建立标准体系和大数据监控平台 引入行业监管与病患监督机制
在不少地方，医院“吊瓶
森林”成为一道特别的景观。
然而，这种“又快又猛”的医
治方式，存在着很多风险。
如何规范临床输液，避
免过度输液、过度用药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农工党湖南
省委副主委、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副院长张国刚说， 当前
我国“全民输液”“吊瓶森林”
现象仍比较普遍， 在全国政
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 他拟
通过提案呼吁， 从顶层设计
着手，加强输液管理监控，遏
制过度输液乱象。

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从进退两端加快推进市场化债转股
【现状】

筹资难，缺乏顺畅的退出渠道

胡贺波介绍， 从执行情况
来看，总体而言，债转股进度仍
偏慢；且签约金额大，落地金额
小。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
底， 已公布81个市场化债转股
案例， 签约意向总规模达1.04万
亿元，其中只有13.7%已经执行。

全国政协委员张国刚。 田超 摄

【建议】

在胡贺波看来， 出现上述
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一方面，
债转股参与方筹集资金难，成
本较高；另一方面，参与市场化
债转股的主题还没有很顺畅的
退出渠道， 尤其是缺少对接资
本市场的平台。

让“
进”更便利，让“
退”更通畅

全国人大代表胡贺波。

【现状】

过度输液现象堪忧

“静脉用药是被世界卫生
组 织 推荐 的最 后 一 种 给 药 方
式， 在我国不少地方却成为临
床为患者提供或患者要求的一
种首选给药方式。” 张国刚说，
根 据国 家 发改 委 公 布 数 据 显
示，2009年我国医疗 输液 104
亿瓶，人均一年使用8瓶，高于
国际人均水平（2.5～3.3瓶）。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了
解，“全民输液”现象的背后，原
因有部分患者的错误认知、有
的医院或医生利益驱动、 加上
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
张国刚介绍，为了加强输
液管理， 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
要求“要加大门诊、急诊抗菌药
物静脉使用管理力度”，目前全
国30多省 市级 卫 生行 政部 门
也密集出台了停止门诊输液的
专项措施，“但未能建立合理、
有效的输液监督、 管理与评估
机制， 仍无法整体解决存在的

【建议】

过度输液现象。”
2017年，湖南成立了湖南
省输液安全评价中心， 由中南
大学湘雅医 院牵 头 在 十 家 综
合医院试点“医-药-护”三位
一体 的 静脉 输 液 预 警 监 控 工
作。 静脉输液预警监控工作，
对医保控费、医疗质量安全的
提升 以及 现 代 医 院 管 理 制 度
的建立均有积极的意义。但是
张国刚表示，部分公众对于过
度 输液 的 危害 性 仍 然 没 有 足
够认识，我国医疗、医保、医药
等 三医 联动 的 工 作 态 势 并 未
形成，静脉输液预警监控工作
举步维艰，“譬如，高烧在三十
八九度时， 是不需要输液的，
可有的患者就可能不理解，认
为‘吊水’好得快；当前缺乏统
一的安全输液评价体系，有的
医生没原则，加上相关部门对
这样的医生又没有相应的惩处
机制等。”

构建合理安全输液预警监控体系

张国刚建议，分别制定“医
院版”、“患者版”的《静脉安全
输液指南》（下简称 《指南》），
“
‘患者版’应更为精简、以方便
患者理解为宜”。 他表示，《指
南》 可以参考国外使用标准和
国内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建
立符合我国医疗机构实际的标
准体系等， 以此强化医疗机构
的静脉输液管理以及规范医务
人员合理安全输液行为， 并让
医生和医疗机构坚持安全输液
有健全的规律、法规来保护；引
入行业监管与病患监督机制，
整合医保、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宣传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形成联
动机制， 从而建立合理安全输
液预警监控体系。
如何加强行业监管？ 医院

是否存在过度输液、 过度用药
问题或可一查便知。他表示，可
要求各医院建立互联互通的合
理安全输液监控平台。也就是，
采用信息数据技术， 建立全国
医院静脉输液的联网体系与大
数据监控平台； 相关部门成立
专门机构进行第三方监管，随
机抽取联网医疗机构的诊疗原
始数据， 建立合理安全输液临
床大数据库， 并以此监控全国
各大医院的输液状况。同时，对
过度输液、 过度用药的医疗人
员 或 机构 要有 相 应 的 惩 处 措
施。
此外，通过“共建、共享、互
通”的科普宣教网络，提升全民
健康素养， 形成合理安全输液
意识。
■特派记者 陈月红

降低企业杠杆率， 市场化
债转股是一重要手段。然而，作
为供给侧改革“去杠杆”任务的
重要手段之一， 市场化债转股
自2016年开启至今进程缓慢。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财信金控
董事长胡贺波认为， 应加大财
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切实提
高企业市场化债转股主体参与
积极性， 从根本上降杠杆，从
“根子” 上为企业发展减轻负
担，轻装前行。

胡贺波建议，在当前时点，
应进一步出台财税、 金融方面
相关优惠政策，让“进”更便利，
让“退”更通畅，从而加快推进
本轮市场化债转股。
他提出，在“进”的环节，可
降低市场化债转股资金成本和
实施环节税负，对筹集资金的债
转股专项债， 免征利息所得税；
对符合条件的债转股项目，建议
国家政策性银行发行专项债券
支持； 对参与债转股相关机构，
在债转股和债转股股权对接资
本市场过程中产生的所得税，

给予递延纳税等税收扶持。
从“退”的环节来看，胡贺
波建议， 对债权所转股权作为
标的参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 给予绿色通道审核
制度。 对债权所转股权作为标
的资产与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
产重组时， 对于是否构成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适
当放宽认定标准。 对符合条件
的已实施债转股的非上市企业
IPO申请， 给予绿色通道审核
制度。
■特派记者 刘璋景 黄京

公共场所哺乳何时不再“
羞答答”
推动普及智能化妇幼健康服务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及母乳喂养率逐渐提升， 如何优雅地在公共场所哺乳成为
令妈妈们头疼的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方来英建议，推动
普及公共场所母婴室等智能化妇幼健康服务。

【现状】

【建议】

公共场所母婴室需求强烈

借助大数据，合理均衡配置资源

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
2018年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的工作建议时， 提出改善妇
幼保健服务。方来英说，北京市
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
市0-6个月婴幼儿母乳喂养率
已提升至92.2%，群众对于公共
场所母婴室等妇幼健康服务设
施的需求日趋强烈。
然而， 由于公共场所范围
广，所有权属、主管单位各异，
公共场所母婴室的建设， 一方
面缺乏牵头单位； 另一方面也
缺乏系统规划和统一的建设布
置标准。 已有的一些母乳喂养
室，缺乏后期维护，也很难为保
健常识传播提供有效载体。

针对这一问题， 方来英建
议，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整合
散落在各处的母婴室资源，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改造和标准化
建设，在医院、商场、候车（机）
厅、酒店、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和
工作场所， 搭建妇幼健康公共
服务平台。
据了解， 北京已出现一些
智能化母婴室， 具备智能操控
的灯光、 音乐播放及自动开合
的哺乳区门帘， 净化器、 加湿
器、温奶器都可以智能控制，为
妈妈和宝宝营造了温馨安心的
小憩环境；母婴室入口处，还设
置了无人服务机， 妈妈们只需
手机扫码， 就可以购买婴幼儿

辅食、尿不湿等带娃必备品。
方来英建议， 普及公共场
所智能化妇幼健康服务， 可以
由国家卫计委牵头， 地方卫计
委试点，实行政府引导、行业引
领、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的模式，
解决妈妈们公共场所哺乳的烦
恼。
方 来 英 透 露 ，2018 年 ， 北
京市妇幼健康工作将推进“全
生育周期”精准化服务，通过借
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按照
母婴实际需求的流向， 合理均
衡配置集母婴室、 妇幼健康公
共服务、 孕婴保健知识于一体
的资源分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