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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
入院准备中心，需要住院的患者在入院前
进行术前检查，确定手术时间后再办理入
院手续。

“通过缩短住院时间，全院床位统一调
配，一方面降低了患者的住院费用，另一方
面也提高了医院接收病人的效率。”邵逸夫
医院院长蔡秀军说。

通过严格的医用耗材监控制度和医费
医保信息化系统降低药品和耗材用量，通

过检查结果在区域内和同级医院间数字化
共享减少重复检查……2015年，这家医院
药品收入占医院业务收入比重为30.88％，
平均住院日6.93天，均为全国最低水平。

医疗服务价格的理顺，需要规范诊疗
行为，降低药品、耗材和检查检验等费用；
需要拉开价格差距引导患者分级诊疗、合
理就医；需要与医保支付、医疗控费等政策
相衔接，保证患者基本医疗费用负担不增
长，才能确保改革稳妥推进。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绝不是单兵突进，
而是与公立医院改革、药品流通机制、医保
支付、分级诊疗、医疗行为监管等改革协同
推进、衔接配套，最终才能形成政策合力。”
常峰说。

根据《意见》，国家负责制定全国医疗
服务项目技术规范，统一项目名称和服务
内容，各地根据技术规范确定具体收费项
目。扩大按病种、按服务单元收费范围，逐
步减少按项目收费的数量。同时加强医疗
服务价格监管，严厉查处各种乱收费行
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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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

最近，山西省太
原市民刘女士做了肾

上腺部分切除手术。记
者在住院费用清单上看

到，单侧肾上腺部分切除手术
费用为 1200元，而手术中使用的两

片止血材料价格分别高达 512.6 元和
618.2元。

手术材料、设备费用高于医务人员的
手术劳务费用，这种早已屡见不鲜的现
象，凸显了医疗机构收入价格的扭曲。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所所长
常峰说，受长期“以药养医”机制、医保结
余支付能力不足以及诊疗行为不规范等
因素制约，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偏低，医务
人员劳务价值得不到体现，一些药品、材
料设备等费用却过高，不利于形成良好的
医疗行业运行机制，出现了重复检查、开

“大处方”等现象。
过去几年，我国放开了非公立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价格，并围绕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医疗服务价格。但

医疗服务价格完全理顺还有一段路要走。
湖北省鄂州市中医院护士长刘巧云

告诉记者，2015年医院调整了护理费用。
一级护理费从每个病人每天 8元调整到
14元，二级护理费用从4元调整到7.2元，
三级护理费用从3元调整到5.4元。

在社会公众眼中，医护人员辛苦是共
识，但并不算是低薪一族，为何还要推进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树
杰说，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把医疗服务价格
提上去，把药品、检查检验及耗材价格降
下来，让医护人员的“阳光收入”能够体现
劳务价值，推动医疗机构建立科学的补偿
机制。

问

浙江省柯桥区绍兴市
中心医院是一家县级公立
医院。作为公立医院改革
的试点医院，这家医院于
2011年开始采取药品零差
率，药品以进价销售给患
者，并对医疗服务价格进

行了调整。
糖尿病住院患者孙小芳告诉记者，他

已经住院8天，截至目前花了6000多元，新
农合报销后，自己要支付2000多元。

“胰岛素过去一支104元，现在降到一
支 82 元，新农合报销后，自付只要 16.4
元。”这位 73岁的老人说，“过去报销比例

只有 30％，有病也不敢住院。现在新农合
报销比例提高到 82％，住院也负担得起
了。”

根据《意见》，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
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要求，合理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同步强化价格与医药、医
保、医疗等相关政策衔接联动。改革要确
保医疗机构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
群众负担总体不增加。

“确保患者负担总体不增加，这是改
革的重要原则之一。”国家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说。

杭州市公立医院改革中，将门诊诊查
费从1.2元升至10元，但患者只需要支付1

元，其余 9元由医保支付。患者的费用没
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浙江省物价局副局长韩亚明告诉记
者，浙江省在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过程
中，以药品零差率为突破口，除中药饮片
外所有药品按照实际进价销售。医院由
此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和政府财政投入等途径进行补偿，患者
负担总体上不能因此增加。“让公立医院
的公益性充分体现。”他说。

据记者了解，在部分推进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的地区，患者总体负担还有所下
降。山东省青岛市 36家二级以上医院的
门诊次均费用同比零增长，住院次均费用
降低 6％。安徽省 100家城市公立医院的
门急诊、住院次均费用，改革前后同比分
别下降3.7％和2.3％；门急诊、住院次均药
品费用分别下降4.8％和13.5％。

为何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1.

2. 患者负担会增加吗？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将怎样推进？3.

磕头下跪
爬行谢恩培训人还是“驯人”？？“打鸡血”的励志培训“不新奇不罢休”

近日，一段“银行员工被当众打屁股”的视
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名中年男子用木板
多次抽打8名员工的屁股，发出响亮的声音。

事实上，对企业员工的类似培训在各地
时有发生。今年 1月，江苏南京某公司 10余
名销售员躺在广场地面上，一会儿鼓掌，一
会儿爬起来跺脚，一会儿声嘶力竭地叫喊，
甚至还亲吻垃圾桶“励志”；今年４月，吉林
某公司为“激励”没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让
员工当街爬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培训机构
无权用侮辱、体罚的方式来培训员工。北京大
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新雷认为，这种培
训方式侵犯了员工的人格尊严、名誉权、生命
健康权。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刑法。

培训机构良莠不齐有的证书两天可拿

近年来，培训行业蓬勃发展，培训机构

增长迅猛。《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除民办教育机构外，全国共有民
办培训机构 2.14 万所，近千万人次接受培
训。据统计，仅上海每年就有百万人次在各
类培训机构参与培训。但市场上培训机构
良莠不齐。

记者调查发现，企业培训师的进入门槛
并不高。记者咨询了一家名为“必学培训”的
培训机构，说明想要成为一名企业培训师，以
后给企业员工讲课培训的意图后，工作人员
推荐了一款培训课程，并说报名没有学历及
工作经验等条件限制，培训时间两天，费用
3800元。只要交费参加培训，不用考试就能
取得“企业培训师”职业资格证书。

亟须规范 勿让训人变“驯人”

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申领企业培训师资格
需具有硕士学位，从事职业培训工作满3年，
或者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力），从事
职业培训工作满5年，或者取得本职业助理企

业培训师职业资格证
书满4年。

据了解，一些机
构以“教育咨询”等名
义注册公司，实质上
却开展经营范围以外的培训业务。设立经营
性民办培训机构是否需要审批、由谁审批、谁
监管、怎么监管存在较大争议。

目前，市场上的民办培训机构主要分为
文化教育类、职业技能类、企业公司类。文
化教育类培训机构由教育部门审批管理，职
业技能类由人社部门管理，企业公司类由工
商行政部门审批管理。民办教育促进法规
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
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另行规定。但时
至今日，相关规定还未出台。

“用人单位培训员工应当更注重效果，
而非形式。”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
为，不管什么培训都应该维护受教育者的人
格尊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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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最
高检获悉，日前，内蒙古、湖
南两名厅级干部分别涉嫌贪污
罪、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查办。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经审查决定，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对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原主任张宇（正厅级）决定逮捕。案件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
决定，依法对湖南宾馆原党委书记、总
经理欧爱国（副厅级）以涉嫌受贿罪立
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
作正在进行中。

档案反腐反腐
●内蒙古、湖南两

名厅级干部被查

据新华社电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法

院7月6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河南省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玉海受贿案。

山东省淄博市检察院起诉指控：
2001年至2013年，被告人秦玉海利用
其担任中共焦作市委书记、河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兼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38家单位或个人在企业收购、职务晋
升、车辆年审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
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或
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2086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秦玉海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秦玉海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秦玉海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电 日前，经吉林省委批
准，吉林省纪委对白城市原市委常委、
副市长徐建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
审查。经查，徐建军严重违反组织纪
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
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
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严
重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市场经
济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
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涉嫌受贿犯罪。依据有关规定，决
定给予徐建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追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吉林白城市原市委常
委、副市长徐建军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