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委员声音】

医改进入“深水区”，需要一个顶层设
计和规划。

现在通过集中采购，绝大部分药品价
格降下来了。 但不是说药价降下来，医改
就成功了，这其中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
需要解决。 作为公立医院来说，目前最大
的困惑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医院发展
如何兼顾？

现在患者感觉“看病贵”，矛头都指向
“以药补医”。 但医院要发展，人才培训、设
备购置、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钱，钱从哪
里来？ 实行医药分开以后，公立医院的利

益补偿如何保证？ 一方面，公立医院要兼
顾公益性 ， 医疗服务价格多年都没有变
化。 另一方面，财政的补贴又不足。 我们张
家界市人民医院是财政差额拨款。 800多
张床位，按每个床位200块进行补贴，每年
拨款还不够发全院职工一个月工资。 如果
取消药品加成，医院职工的生活和医院的
再发展都将受到一定影响。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从国家层面
来统筹考虑。 要通过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
准 、加大对公立医院投入等措施 ，让公立
医院在保证发展的基础上 ， 兼顾到公益

性。 另一方面，要破除“以药补医”，必须适
当调整医生的技术服务费用，让医生从正
当的技术服务中获得合理报酬，调动公立
医院医生的积极性。

另一个现实中的突出矛盾是，现在二
级以上医院药品实行以省为单位集中招
标采购，降低了药品价格，患者得到实惠。
但新的矛盾产生了 ：一些急救药品 ，由于
用得少，利润低，厂家不愿意生产。 比如抗
蛇毒血清，全国只有一家生产。 如果这个
厂家没中标，医院就采购不到。 到了夏秋
季节 ，我们山区很多人被蛇咬 ，医院采购
这种药品很困难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这个问题不是哪个医院、哪个省市能解决
的。 我认为，这就应该建立急救药品国家
储备制度，从顶层破题。

医改谈了很多年了，我认为不管怎么
改，一个原则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实惠。

现在医院实行基本药物制度 ， 应该
说，这个制度还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 一是入选基本药物的药品，疗
效明显，价格低廉 ，群众用药负担明显减
轻。 二是基层医务人员能合理使用基本药
物，规范医疗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为追求利润开好药、开贵药的现象。 据省
卫生厅提供的数据，2011年我省第二轮基
本药物集中采购，中标药品品规968个，价

格在10元以下的药品占73.87%， 比投标报
价指导价平均下降了21.22%。 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次均费
用下降22.92%，住院床日费用下降13.25%。

然而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也
还存在一些问题，“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
到真正解决。 一个是基本药物品种不齐。
一些价格低 、效果好 、患者认可的常用药
未纳入基本目录。 二是基本药物价格仍存
在虚高现象。 据部分基层医院反映，部分
中标的基本药物的招标价比制度实施前

的进货价高。 三是基本药物制度覆盖面不
广。 零售药店和个体诊所尚未列入实行范
围，部分基本药物也未纳入新农合报销目
录，间接增加了患者负担。 作为老百姓，一
个感受就是看病的价格仍然偏高。 一个普
通的肠炎 ，去医院打几天消炎针 ，一不留
神花费就是好几百元 ， 这种情况还挺常
见。 建议调整、增补、完善基本药物目录，
提高常用药的比例，同时将新农合基本专
用药目录范围内的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
录。 同时规范基本药物招标投标管理，实
行公开透明，监 、管、购分离 ，加强对药品
配送企业的监管，切实降低基本药物的价
格。

只有这样，才能将基本药物制度带来
的实惠真正落实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身上，
实现医改的最终目的。

借鉴国外“家庭医生”
服务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 民革湖南省委
副主委、 省侨联主席 曹亚

医改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覆盖全民的，我
认为应该借鉴国外“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并
全面推广，在城乡基层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
均等化服务。

“家庭医生”服务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为群众提供服务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为不
同人群签订个性化的合约，让基层医生与民
众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服务关系，在常见
病、多发病诊疗和健康管理中发挥着主体作
用。 这种模式在国外一些国家做得比较完
善。 我认为，这是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
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湘雅医院，每天排队看病的人如潮水
一般。 实际上，一些常见病根本不需要用湘
雅医院这样的医疗资源来解决，完全可以放
在社区解决。从事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应
是一个“全科医生”，国家正在推行的“全科
医生”培养，将是未来满足基层医疗需求的
重要基础。

为了引导老百姓愿意在“家门口”的医
院看病， 我省大力培养了许多基层卫生人
才，先后安排1250名基层卫生工作者参加全
科医生转岗培训。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按照
“防治结合”的功能定位，推行家庭责任医生
团队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
卫生服务。例如，株洲市就在全市141个居委
会卫生健康服务室全部建好后，将城市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分成若干个
居民医疗保健和基本公卫服务小组，以居委
会卫康室为服务平台，对辖区内居民基本医
疗和基本公卫服务实行分片管理，患者不出
社区就得到诊治。

现在不少地方都建立了社区医疗服务
中心，着力解决居民15分钟步行距离内的看
病就医问题，这其中就可以引进“家庭医生”
这种服务理念。 这需要进一步增强居民对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的认同，社区医疗服务
中心也要着力提高“家庭医生”的服务质量。
而提高服务质量，一方面有赖于医疗院校培
养出更多的“全科医生”，让其掌握更多必需
的技能，同时国家也要采取举措加强社区医
生的医疗培训，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工作。

打破“玻璃门”，
引社会资本

进入医疗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老百姓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子龙

长期以来 ， 我国卫生事业以国家筹资为
主。 “医改”怎么改？ 我的观点是，要按市场规律
办。 公立医院“一枝独秀”的局面一定要打破，
必须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形成多元化的医疗
格局。

随着医改的推进，政府在卫生事业方面的
投入快速增长。 由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可以
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促进医药卫生资源的总量
增长。 另外，把社会资本这条“鲶鱼”放入医疗
市场，使公办医疗机构与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
形成同台竞争局面， 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病患者。

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鼓励社
会资本办医院，但在实际工作中 ，社会资本进
入医疗市场普遍遭遇“玻璃门”。 例如：在民营
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时候，公立医疗机构基本
已经完成布点，民营资本难以进入，发展空间
有限； 民营资本想要与公办医疗机构合作、合
资却受到限制和排斥；税收、医保、人才流动等
方面的不平等待遇都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
场造成影响。

还有一些地方存在歧视民营医疗机构的
现象。 如西部某省的一个县规定，新农合住院
补偿标准中，县外公立医疗机构住院补偿标准
为50%， 而县外民营医疗机构住院补偿标准为
15%。 据卫生部门统计，2010年，民营医院数量
占医院总数量的33.88%，床位数仅占医疗机构
床位总数的11.03%，治疗人次仅占医疗机构诊
疗总人次的8.1%。 社会资本在医疗方面的发展
困难重重。

在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方面，目前卫生部已
经出台了相关规定。 建议各地尽快出台具体政
策，并切实落实，为民营资本创造公平、宽松的
环境。 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促进各类型
医疗机构合理有序竞争，共同提高医疗市场整
体服务能力和水平。 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事
业也可以多样化， 可以鼓励社会资本采取合
作、托管、兼并、收购等方式，参与公立医疗机
构重组或承接部分职能，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促进公立医疗机构提高管理水平，为患者提供
更为低廉、实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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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关心的 “两会” 话题

【延伸阅读】

百姓看病实惠更多
“全报销”模式获推广
“全报销”模式进入基层百姓家庭。

2011年初， 我省在蓝山县推行参合农民
乡镇住院付费免费机制改革成功后，现
已向全省范围内推广， 实现了乡镇卫生
院住院费用“全报销”，为基层地区如何
解决农民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提供了好
的借鉴。

目前 ， 全省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
4655万人，参合率达97.24%，3年提高了6
个百分点； 新农合统筹地区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4%， 比医改实
施前提高了39个百分点。

新农合门诊统筹受益面进一步扩
大，共补助约2700万人次、9亿余元。妇女
两癌、终末期肾病、重型精神病等大病住
院费用报销率达70%。 全面实施农村五
保对象在县乡医疗机构住院基本医疗费
用全免政策， 共补助9.75万人次、2亿余
元。

从2009年到2011年， 经过3年医改，
全省百姓切实享受到更多实惠 。 截至
2011年底， 我省各级财政医改投入已达
到583.7亿元。

次均门诊、住院费用
下降2成以上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 全省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呈现出“两升、两降”：门诊人
次上升23.26%，住院人次上升10.24%，次
均门诊费用下降22.92%、 次均住院费用
下降20.75%。 全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全部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和
药品零差率销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
品价格比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指导价降低
了50.26%， 比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前平均
降低了47.12%。

免费为城乡居民开展11大类41项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 全省孕产妇死亡率和
婴儿死亡率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
48所三级公立医院和部分二级公立

医院重点推行“无假日医院”、预约诊疗、
诊疗服务“一卡通”、缩短就医等候时间、
优质护理服务等十大便民惠民措施，极
大地方便了患者。 作为全国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城市之一， 株洲市成立公立医院
管理处，实现公立医院管办分开，取得医
改重大进展。

据第三方机构对全省47家二、 三级
公立医院进行的满意度调查显示， 住院
患者综合满意率达90.3%。每千名住院病
人医疗纠纷由2008年的15.20次下降至
7.20次，降幅达52.63%。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医改，重在破“瓶颈”
本报记者 张斌 苏莉

【百姓点题】

以前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小病捱，大病扛”。 这
是因为看病太难、看病太贵啊！ 现在实行了新型的
“全报销”模式，我们生病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用
身体扛了。

2011年，我们县里开始了“全报销”试点，参合
农民住院只要缴纳100块钱“起付线”，就可享受所
有费用全报销的实惠。 我患胆囊炎很多年了，去年
在镇卫生院住院25天， 一共花了2300多块钱医疗
费，但是结账时只交100块钱就出院了。我老婆连续
住院4次，一共才交了400块钱，这在以前，我们要掏
8000多块钱哩。 现在我们也住得起院啦！

听新闻里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
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
农合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 我想知道医
改到底应该怎么改， 才能确保我们老百姓得到更
多实惠。

———蓝山县新圩镇新圩村村民 李六红

破除“以药补医”亟待顶层设计
全国人大代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姚媛贞

真正把基本药物价格降下来
全国人大代表、省电力公司衡阳电业局

客户服务中心95598电力呼叫中心班长 肖利琼

姚媛贞代表肖利琼代表

我省完善城乡医疗体系，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转移，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图为省人民医院医疗专家在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社区
卫生服务站为患者治疗。 （资料照片）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张目 刘尚文 罗新国 张京明 摄

长沙县果园镇双河村罗觉文家境贫寒，
因病住院花费4万多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爱心助医为他支付了2万多元， 缓解了他的
经济压力。 （资料照片）

谢子龙代表曹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