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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微博用户爆料称（苏
大）“附一院心血管主任医师杨向
军被其博士生实名举报： 乱装支
架，装一个回扣一万元”。5月20日，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办公
室工作人员回复媒体称，“目前情
况不太清楚， 案件正在调查中”。
（5月21日 澎湃新闻）

心脏支架的利益链一度成为
医疗行业被议论的一个焦点。曾
经有媒体在2015年做过一个调查，
调查显示， 由于我国心血管疾病
介入诊疗技术逐年增加， 作为最
主要技术之一的冠心病介入诊疗
全年已经超过45万例，使用支架的

数量也达到了约68万个。这还是四
年前的数据。

针对这种情况， 舆论也一直
在提出疑问：心脏支架到底是“救
命神器”还是被过度使用？被“滥
用”到了何种程度？心脏支架的利
润到底又有多大？ 此次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主任医师杨
向军的被举报， 或许可以为这些
疑问提供一个具象化的答案。“装
一个支架回扣一万元”，从侧面证
明了这一医疗器械的利润空间，
同时也反映出与之相关的高层级
医生在相关手术中极大的自由裁
量权。 利润空间给予了医生寻租

空间， 自由裁量则为他们提供了
高程度的操作可能性。

全国心脏病专家胡大一在第
14次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公
开表示，“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
已相当严重。 不少患者一次性就
被放入3个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
十几个。”从临床上看，12%的患者
被过度治疗了，38%的支架属于可
放可不放， 心脏支架之所以被滥
用， 和医生的积极举荐有直接关
系。

医生之所以积极举荐， 无非
是利益驱动力极大。 据药械代理
商透露，医用耗材的溢价通常是5

倍， 心脏支架的溢价程度最高峰
能达到出厂价的8到9倍。通常出厂
价几千元的心脏支架， 到达患者
手里已经变成了1万到2万元。而从
举报的内容来看， 杨向军每装一
个支架回扣一万元， 如果举报内
容属实， 则意味着心脏支架的利
润空间在增大。 回扣也让腐败行
为肆无忌惮， 此前就曾曝出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 借采购心脏支架收回扣近400
万元。

从卫生部印发的《心血管疾
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来看，
对于支架的植入数量没有标准，

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确定。也因此，
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治疗现象频
发， 患者被放置十多个支架的医
疗“奇迹”屡屡出现。医德固然是
医疗腐败中的大问题， 但催生腐
败的显然不仅仅是医生道德水平
的下滑， 心脏支架从出厂到用在
患者身上， 经过了层层流通环节
的加价， 这整个流通环节的利益
链才是导致医疗腐败的根源。

心脏支架回扣问题往轻里说
是涉嫌过度医疗， 往重里说是相
当于谋财害命。 对于这种触目惊
心的医疗腐败，必须要严查！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支架回扣”，水到底有多深？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
21日到陆军步兵学院视察。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面向战场、面向
部队、面向未来，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强化政治保证，把好
办学定位， 深化改革创新，全
面提高办学育人水平，为强军
事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持。

五月的赣鄱大地青山苍
翠，碧水如练，南昌英雄城生
机盎然。上午10时许，习近平
乘车来到陆军步兵学院。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
驻江西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
干部和建制团级单位主官、陆
军步兵学院本部正团职以上
干部和石家庄校区主官、专家
教授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学院训练场了解设施
和训练情况后，习近平来到学
院红色资源研究中心。长期以
来，学院坚持发挥红色资源优
势，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方面
作了积极探索。习近平听取有
关情况介绍，对学院做法给予
肯定。习近平强调，要把红色资
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
军传人。

随后，习近平听取学院工
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办什么样的院校、培养
什么样的人才， 是办学育人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
指出， 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
方， 必须坚持坚定正确政治
方向。 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把
政治建军要求落实到办学治
校各方面和全过程。 军队院
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
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 着眼
打赢育人才。 要立起为战育
人鲜明导向， 一切办学活动
都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要
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规律，把
握陆军转型建设要求， 做到
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
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 使人
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
求侧精准对接。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改转
并举，大胆解放思想，加强实
践探索， 加快推进办学模式和
运行机制创新， 推动实现高质
量发展。要紧贴形势任务需要，
狠抓实战化教学改革， 优化学
科布局，完善专业设置，更新教
学内容， 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
时俱进。 要坚持集约集优、开
放办学、联合育人，加强学院
师资力量整合升级，加强院外
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共享，打造
过硬教员队伍。 ■据新华社

本报 5月 21日讯 今天 ，
2019“‘一带一路’主流媒体湖
南行”活动在长沙市正式启动。
“一带一路”沿线俄罗斯、马来
西亚等18个国家主流媒体的
19位资深编辑、 记者采访团走
进长沙市长沙县， 探访湖南乡
村振兴经验。

在长沙县果园镇浔龙河生
态艺术小镇， 小镇特色建筑和
经营模式获得大家的连连称
赞。“第一次来中国， 被这里如
画的风景打动， 这里的乡村基
础设施都很完善，人也很友善，
来这里很开心。”俄罗斯塔斯社
编辑左基娜·克里斯蒂娜表示。

在开慧镇板仓露营基地，
湖边小道绿树成荫，风景怡人。
该镇以“旅游+扶贫”的理念，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带动村民致
富， 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的长沙典范之一。“我2016来
过中国，3年过去， 这里变化很
大， 而这也是第一次到中国的
乡村参观， 发现这里乡村生活

很现代化，生活很舒适。”格鲁
吉亚主流新闻社总编辑纳塔莉
亚·阿玛罗贝丽说。

在金井镇湘丰茶庄， 茶树
连绵成片，面积达4500亩，空气
中氤氲茶香。“茶叶就是从这里
采摘制成的吗？能体验一下采茶
吗。”听完介绍，马来西亚星报顾
问何华芳就提出想体验采茶，并
询问了茶叶带动村民致富的相
关问题。 得知茶庄最多时能带
动周边上万村民就业时，她忍不
住竖起大拇指说：“湖南的乡村
很漂亮，我要把经验带回国写进
报道中。”在参观完制茶工厂后，
大家大致了解了制茶流程，也
对于中国的茶文化兴趣更加浓
厚， 在商店还纷纷选购了心仪
的茶叶作为礼物带回国内。

据了解，2018年长沙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9714元，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
实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
收入520亿元，居全省首位。

■记者 石芳宇

年底前基本取消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收
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实施方案》，要求力争2019年底前
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为实现目标，方案部署了四项工
作任务：加快建设和完善高速公路收
费体系； 加快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ETC）推广应用；加快修订完善法规政
策；推动政府收费公路存量债务置换。

“方案明确调整货车通行费计费
方式， 从2020年1月1日起统一按车
（轴）型收费，确保不增加货车通行费
总体负担，同步实施封闭式高速公路
收费站入口不停车称重检测，这项工
作涉及收费方式的变化，但不会增加
总体负担， 而且货车可以通过安装
ETC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提高运输
效率，我们也在抓紧研究相关政策。”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说。目
前最紧迫的工作是大力推广普及
ETC， 开展收费车道、ETC门架系统
建设改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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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
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要求，
每个党员， 不论职务高低，都
必须按照党章要求和《条例》
规定， 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
理。各级党委各党组要把抓好
党员教育管理作为重大政治
责任，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贯

彻执行《条例》，增强针对性和
有效性，防止形式主义。要抓
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和学习
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广大党
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深入
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
《条例》内容，严格执行《条例》
规定。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条
例》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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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歌会
检验教学成果

5月20日晚，湖南涉外
经济学院第二届艺术节暨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型歌会在该校音乐厅拉开
帷幕。几年来，学校坚持大
胆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不断把课堂教学延伸到
舞台和基层，这台歌会还成
为检验该校教学成果的作
品。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通讯员 陈嘉嘉 冯玉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