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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4聚焦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医疗卫生健康，关系到每一个人。
12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这
已是草案第四次提请审议。草案四审
稿增加了不少亮点，比如，明确“公民是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鼓励单位开
放体育场所等。

【声音】这部医疗领域首部基础性
法律提请四审，不少委员投“赞成
票”

记者了解到，此次提请审议的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共10章
110条。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

的立法工作现在进入四审阶段，我觉得
经过四次审议之后草案内容基本上是
成熟可行的。”李巍委员说。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
经过三次审议修改，充分吸收了各方面
意见，文本基本成熟，有许多亮点。”李
飞跃委员说，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关注群
众，关注农村，关注基层，强基层的导向
非常鲜明。比如，在医疗卫生机构的设
置、医疗卫生人员的配备等方面都体现
了重心下沉，向基层倾斜，并把一系列
来自基层实践、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措
施上升为法律规范，符合目前基层特别
是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

杜玉波委员则认为，草案已经比较
成熟，建议本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肖怀远委员表示，正因为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是一部基础性、综合

性的法律，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
的母法，法律的规范内容比较宏观，因
此，保证这部法律的贯彻实施，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相关专业领域的立法和配
套制度建设。比如院前急救体系建设、
分级诊疗、家庭医生、健康影响评估等
方面还存在制度上的空白点。建议这
部法律通过实施以后，相关部门加快相
关领域法律法规和配套的政策制度的
研究制定工作，确保这部法律的各项规
定能够落地实施。

针对草案，与会人员还从方方面面
提出了一些建议。针对四审稿中修改
的亮点，有些声音建议再斟酌，有些则
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一起来看看。

【建议1】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你同意吗？

针对草案三审稿，有的常委会委
员、代表建议进一步体现预防为主的精
神，完善健康促进工作机制，明确公民
对自己健康负责的理念。因此，草案四
审稿增加了相关的规定，将“公民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相关规定写入其
中。

草案第六十九条规定：公民是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和践行对自己
健康负责的健康管理理念，主动学习健
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加强健康管理，
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对此，有些委员表示，明确这一理
念是草案的一个亮点，但也有与会人员
表示，表述不太清晰。其中，全国人大
代表邱立成认为，该法未表明公民个人
健康的其他责任人，所以，不应出现“第
一责任人”。

邓凯委员则建议修改一下第六十
九条中“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的表述。关于责任是第一还是其
他，情况是复杂的，有的人的健康损害
是被动的，责任的情况要依事而定。

【建议2】鼓励单位开放体育场所
基础上，政府所属的公共体育场
地能否免费开放？

不少单位都修建有篮球场、羽毛球
场等，周末的时候，单位关闭，这些体育
场地闲置起来比较可惜。草案四审稿
采纳了相关建议，在七十五条第二款增
加规定：国家鼓励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
向公众开放。

对此，乌日图委员认为，动员单位
所属的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政府所属
的公共体育场地更应该向社会开放，因
此建议该条修改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应该免费向公众开放，国家鼓励单位的
体育场地设施向公众开放”。

杜德印委员则表示，这种提法难以
落实,应明确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主体责
任，是政府为了健康促进而去利用单位
的体育设施，而不是把健康促进的责任
完全压到单位。北京市多年前就提出
了这一条，但实际上开放不了。因为无
主体、无政策、无组织、无制度，结果谁
开放谁麻烦，最后就没人开放了。建议
该条改成“国家统筹组织引导支持单位
的体育场所设施向公众有序开放”，由
基层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组织、制定
政策，健全制度，提供相应的保障，做到
有序开放。

【建议3】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禁止
烟草广告植入影视剧入法，可好？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22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大众传媒媒介
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
布烟草广告。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
普及发展，烟草企业将广告及促销活动
逐渐投放到互联网，也增加了影视剧当
中植入烟草广告的内容。”罗保铭委员
说，建议在草案第七十八条中增加一
款，规定为：禁止烟草广告赞助和促销
活动，并在第九章中增设相应的法律责
任。这样与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也能够
很好的衔接。

杨震委员介绍，在调研时发现，国
家癌症中心通报了我国前5位恶性肿
瘤的流行发病现状，发病率和死亡率第
一位全是肺癌，发病最高的也是肺癌，
死亡第一位的也是肺癌，相信这和吸
烟、世界上最大的吸烟人群在中国有一
定的关系。因此，他建议所有的工作场
合以及室内的公共场所，还有所有的公
交禁烟，包括电子烟。

针对草案“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强
化监督执法”的规定，周敏委员建议将
其修改为“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如果控
制的话，力度有强有弱，不容易执行；此
外，强化监督执法，要明确谁来监督执
法，建议这一款修改为“禁止在公共场
所吸烟，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执法”。

【建议4】草案明确这类医疗机构
同样享水电优惠政策，建议加强
社会办医

鼓励社会办医，在草案三审稿期
间，就有不少常委会委员、代表提出这
样的建议。因此，草案四审稿增加规
定，明确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向
出资人、举办者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收
益；国家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卫生机
构予以“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
的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规定享
受与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同等的
用水、用电、用气、用热等政策，并依法
接受监督管理。

草案四审期间，不少委员建议进一
步加大对社会力量办医的支持力度。

陈竺副委员长表示，在当前优质医
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的情况下，
加强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的合作，不仅
有利于满足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对多
层次、多元化、个性化医疗服务的需求，
也有利于推动医学科技的创新，进而辐
射到所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议将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采取多
种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举办
医疗卫生机构，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
办的医疗机构与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各种类型的医疗业务、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等合作”。

景汉朝委员认为，针对草案第四十
一条“国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
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医疗卫生机构”的表
述，他认为表述太含糊，没有可操作性，
应该采取列举式，举出几项具体措施，
然后“等”多种措施，有关部门和地方才
好操作。另外，仅仅规定“鼓励和引导”
社会力量办医还不够，在“鼓励”之前应
加“支持”二字，要有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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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郑国土资交易示字〔2019〕92号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19年11月16日至2019年12月5日网上挂
牌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二、公示期：2019年12月25日至2020年1月2日
三、公示宗地已签订竞得结果，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手续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2月25日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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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编号

郑政出
[2019]88
号（网）

郑政出
[2019]89
号（网）

位置

小李庄路
南、祥和路

西

金岱路南、
建武路西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35592.90

28191.56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地下交
通服务场站）

城镇住宅（地下交
通服务场站）

成交价
（万元）

39197

3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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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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