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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破解老百姓看病难，重在分级诊疗；
为什么关于分级诊疗的一道接一道政令
却推行缓慢？

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国医大师唐
祖宣，他给出的药方指向了基层医疗。

为啥医生都掉进“钱眼儿”了？
30 多年间，今年 74 岁的“国医大师”

唐祖宣先后担任过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见
证了国家为破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所不
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前不久，受全国人
大委托，他走访了多个省份调查农民看病
现状，“每个省份情况都不同，但国家这些

年给农民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大的方向
已制定，制度比较完善，我也非常满意。”

“即便这样，现在基层医疗也存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话锋一转，唐祖宣谈起基层医
疗现状，“国家给农民看病解决了合作医疗
的经费问题，但没有解决卫生人员的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唐祖宣也看
在眼里。

唐祖宣说，现在，按照国家规定，每个
县有三个公立医院，分别是县医院、中医
院、县妇幼保健院，“这些医院要求卖药不
加价，政府财政支持，但问题是，国家投入
的钱连医务人员的工资都保不住。”

唐祖宣说得很直白：“为啥现在都说
医生掉进‘钱眼儿’了，收红包，收取药品
提成等等，也不要完全把责任推给医务人
员，只干活不拿钱，觉悟再高都不中。”

要想办法把好医生留在基层
唐祖宣说，医改的关键，就是要看医

生有没有积极性。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挂普通中医，

在医院收十元钱，但在社会上，至少得收
八九十元，二百三百的也有，“国家规定，
只能收取这个价格，医生如何养活自己？”

他又以自身为例，作为一名国医大

师，按照国家规定，收取 30 多元诊疗费，
但曾有私人诊所邀请他，2000 元看一个。

“省级大医院，不愁病人，医护人员不
存在吃饭问题，主要问题就集中在基层医
院。”唐祖宣说。

在唐祖宣看来，分级医疗推行不下
去，就跟医务人员积极性有关，好的医生
都去大医院了，让谁去基层医院看病，都
不会愿意。

“最根本的办法，要将好医生留在基
层，先保障医生的工资。”唐祖宣说，“在保
障医生工资的同时，根据其收治病人的状
况给予绩效奖励。”③6

医改关键在于解除医生后顾之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及“为官不为”，引起代表委员热议。昨
天，全国人大代表、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买世蕊提出，有干部慨叹为官不易，于是干脆来个“为官不为”。一些机
关单位人性化的服务没有了。全国人大代表、三门峡市市长赵海燕说，干
部要用自己的不自在去换取群众的自在，用自己的辛苦指数去换取群众
的幸福指数。

“不吃不喝了，但事也不办了。”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司令”
张全收说，一些基层办事单位学会了“打太极”。一个行政审批事项时限
是 10 个工作日，到第 9 个工作日才告诉你，缺了一个材料办不成了。

他说，还有一些企业就面对这样的尴尬：推出一项新的产品，但是在
办理手续时，有关部门生怕担责，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能往
后拖就往后拖，耽误企业生产经营。

基层代表眼中的“为官不为”

“现在的确存在‘为官不为’现象。很多身边老百姓说，一些机关单
位人性化的服务没有了。实际上，这是不敢担当的体现。”全国人大代
表、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买世蕊说。

在她看来，现在用权的紧箍咒多了，违规的成本变高了，“摊上事儿”
的风险加大了，有干部慨叹为官不易，于是干脆来个“为官不为”、“懒”起
来——得过且过不担当，省得出事落毛病。她建议，很多政策规定底线
就行，不要全面取消。比如说人性化服务、职工福利，不能全面取消。

张全收：一些基层单位学会了“打太极”

买世蕊：一些机关单位人性化的服务没有了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怡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刚说，“为官不为”
是一种苍蝇式的腐败，发生在人民群众的身边，群众的体会和感受最深
也最直接。“这种‘苍蝇’的危害丝毫不逊于‘老虎’的危害，殃及的是底层
老百姓的小利益，小利益关乎生计，关乎民生，坚决不能忽视。”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说，
“为官不为”是个老话题，一些人还找了新借口。有的说转
作风“官不聊生”；有的嘀咕“多干还不如不干”；有的说“只
要不贪钱色，其他都不叫问题”。

长期在深圳工作的张全收代表说，深圳市宝安区填补
制度空白完善行政责任体系，3 年问责百余例“为官不为”，
有效促进干部队伍的责任心和执行力提升。

他建议，“对直面群众的窗口服务行业，实行一把手问
责制。发现‘为官不为’现象，一经查实，要追究一把手责
任。”

王刚：“苍蝇”虽小，但危害极大

“官员代表”眼中的“为官不为”

全国人大代表、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为官不为”在一定意义上
说，是一种消极的腐败。这样一种不作为，会对人民的福祉带来一种负
面的后果。对这个事情，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为官不为’问题。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
破解这个难题。”

穆为民代表说，担心出事儿，只是“为官不为”的一个原因。“为官不
为”背后有种种心态。但无论是哪一种状况，你只要在职，就要履行职
责。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官员“懒政怠政”问题直言不讳：有
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要直面问题，安不忘
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全国人大代表、三门峡市市长赵海燕说，一些
公务员存在“为官不为”问题，需要立即纠正。

从 2013 年 5 月开始，三门峡市纪委就对全市不作为、慢作为的懒政
现象开展“大监督大执纪”活动。赵海燕代表认为，干部受权于民，所为
者公，不能自比于一般人，应该有更高要求。干部不自在一点，群众就会
舒服一点；相反，官员如果太自在，群众就会感到不舒服。她说，“治懒的
目的就是让干部用自己的不自在去换取群众的自在，用自己的辛苦指数
去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赵海燕：干部不自在一点，群众就会舒服一点

两会话题

“目前，大部分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成立了家长委员会，但并没有
真 正 发 挥 家 长 委 员 会 应 有 的 作
用。”3 月 11 日，全国政协委员张震
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应该加强中
小学家长委员会工作，建立和完善
长效机制，莫让家长委员会走形式
和当花瓶。

张震宇说，从家长委员会的运
行情况来看，由学校主导的家长委
员会弊端丛生，家长委员会的产生
缺乏民意基础，很多学校通过协商
产生甚至直接指定家长委员会成
员；家长委员会的决策、监督作用被
弱化，在运行中，不少家长委员会受
制于学校，没有什么“话语权”，对学
校决策“言听计从”，甚至成了学校
乱收费的“挡箭牌”。此外，家长委
员会运作不规范，一些家长委员会
与家长学校捆绑在一起，以家长学
校为依托，甚至成为家长学校的下
属机构，由于职责不明，一些家长委
员会演变成联谊会。

张震宇建议，各级教育行政管
理部门要尽快出台家长委员会建
设实施细则，完善家长委员会组建
原则和程序，规范家长委员会运行
机制，保障家长委员会在学校重大
决策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评议权
和监督权。此外，将保障家长委员
会运转所需的基本经费纳入本级
教育经费预算，或者按有关规定从
教育费附加中划出家长委员会工
作专项基金。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明
确家长委员会管理机构，将家长委
员会纳入统一管理，引导家长按照
一定的民主程序，选举出能代表全
体家长意愿的在校学生家长组成
家长委员会。”张震宇说。

他认为，应建立家长委员会工
作的督导评估机制，家长委员会主
任对家长委员会和全体家长负责，
定期述职，接受监督。各级教育督
导机构要把学校家长委员会的建设、
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评估指
标体系，定期进行专项督导，并将督
导结果与教育质量检测挂钩。③6

本报讯 （记者李 红）2012 年
底国家公布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
力提升工程”入选名单，作为我省
唯一入选者，郑州大学与全国 14
所高校并肩出现，是我省高校迈入

“国家队”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
果。该工程被一些省属高校形象
地称为“小 985”，也被称为“一省
一校”工程。

“入选国家‘一省一校’工程，
郑大跨上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
新平台。”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
党委书记郑永扣说。

但他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支持力度。因为，中西部高等教育

历史欠账较多，发展严重滞后，与
高等教育发达地区相比有相当大
的差距，短期投入难以从根本上解
决困难和问题。“一省一校”工程仅
有短短 3 年多的时间，像大学文化
建设等项目需要长期推动，才能见
效。同时，这个工程属于阶段性投
入，而非长效机制，效果有限。

所以，郑永扣建议，国家在谋
划“十三五规划”时，应把“一省一
校”工程列入教育方面的一个项
目，持续推进，把国家专项经费支
持机制变为常态支持机制，进一步
解决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
不均衡的问题。③10

3 月 6 日中午，记者来到委员
住地房间，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
驻豫某部政治部副主任徐洪刚正
在修改提案。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徐洪
刚非常关心河南的好人现象。“近
年来，河南好人层出不穷，在全国
广受赞誉，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善良和厚道。”

徐洪刚说，深厚的中原传统文
化积淀，长期的传统美德熏陶，铸
就了河南人的淳朴善良、义气热
情、吃苦耐劳、讷言敏行、忍辱负
重、埋头苦干、仗义执言、疾恶如

仇、知难而上的群体性格。
22 年前，作为一名年轻的解

放军战士，徐洪刚侠骨铮铮、见义
勇为保护人民群众的英勇事迹曾
感动过无数人。现在他已成长为
一名上校军官，但骨子里透出来的
凛然正气、旺盛斗志依然如昔。“这
世界就应该这样，我帮你，你帮
我。虽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但至少可以在危难之处显身
手，传递社会正能量。”徐洪刚说，

“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少爱，但要
变得更美好，还需要更多的爱。请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吝啬自己的
善意和爱心，让涓涓爱心汇成社会
暖流，温暖整个社会。”③11

莫让家长委员会变花瓶

“一省一校”工程
应纳入“十三五规划”

让涓涓爱心汇成社会暖流

本报讯 （记者李 红）今年春
节期间，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总消费
金额达 60 亿元人民币，尤其“马桶
盖几乎处于断货状态”。一个小小
的马桶盖，为何成为国人竞相购买
的对象，这一话题在全国两会上持
续发酵，引起了河南代表团企业界

“大佬”们的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天伦集团

董事长张瀛岑说，这说明，消费者
追求产品个性体验的时代已经到
来。其实，国人购买家电，经济压
力已经不大，现在更看重的是质量
和功能。这也给我们的企业提个
醒，要重视产品升级、研发和创造，

“如果国产货的功能和质量也能满
足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为什么还
要去国外购买呢？”

前几天，全国人大代表、三全
集团董事长陈泽民刚看到一则新
闻说，国人去年境外消费达万亿
元，甚至把奶粉买成“全球荒”。“这
一方面是价格差，另一方面大家感
觉国外没假货，质量有保障。这是
不诚信经营付出的代价。”陈泽民
痛心地说。

陈泽民谈到，有一次，一位经
销商买了 200 箱汤圆，在冷库存放
时停电一个星期，汤圆变软，经过
挤压都裂开了。冷库来电以后汤
圆继续冷冻，经销商再拿到市场上
去卖。“我知道了这件事，全部调
货，免费回收粉碎了作饲料。虽然
我受到了一些损失，但这与企业的
信誉相比，太微不足道了。食品行
业一旦顾客不信任你了，你广告做
到天上去，他也不买。企业诚信经
营太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金龙精密铜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杰
挺理解老百姓的心态，这些年，日
本产品的质量和精细化已形成一
定的品牌声誉，经济能力允许的条
件下当然要用更好的产品。但国
内这些年产品的质量和功能也在
不断提升，国外产品有很多都是中
国 制 造 。 所 以 消 费 者 一 定 要 理
性。他建议国家加大对假冒伪劣
产品的打击力度，保护知识产权，
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着力构建企业
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并重的
监管机制。③10

马桶盖引发的热议

穆为民：只要在职，就要履行职责

整治“为官不为”
要追究一把手责任

记者昨天从省纪委获悉，去年 1 到 8 月，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联合公安、工商、审计、财政等部门，开展“为官不
为”和“衙门”作风专项治理，发现问题、查处案件 789 个，纪
律处分、组织处理 1398 人。③6

河南治理“为官不为”，
纪律处分、组织处理13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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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唐祖宣给基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支招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 磊/文 平 伟/图

“为官不为”不可为

●不吃不喝了，但事也不办了，这样的“太平官”群众咋会欢迎

●人大代表说，治理懒政，就是要用干部的辛苦换群众的幸福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宗 雷 郑筱倩 赵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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