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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

医药、医疗、医保
联动改革

“深化医改就是要推动解决群
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国
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司长许

树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推
进深化医改任务的系统集成、落
地见效，取得了积极进展。

医药改革是缓解群众就医负
担的重要环节。内蒙古牵头10个
省份，开展临床常用药带量采购，
平均降价超过50%；陕西等省份
通过定点生产、协商调剂等方式，
解决短缺药供应保障问题；云南
等省份完善处方审核和点评机
制，促进合理用药……近年来，各
省份落实国家集采，开展省级集
采和省际联盟，协同推动医药和
医保高质量发展。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
生服务需求，推进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是关键。“各地深化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2017年所有公立医
院取消药品加成，2019年取消耗
材加成，同步调整运行机制。”许
树强说，其中，安徽省推进编制

“周转池”制度，合理增加医院人
员编制；山东省改革职称评审机
制，评聘环节不受岗位限制。

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是提高医
保基金使用效益的发力点。福建
省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副主任、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昱介绍，

福建在全省推广三明经验，动态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深化薪酬制
度改革，推行公立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总会计师目标年薪制。目
前，全省9市1区人均拥有医保基
金量差距缩小23%，省级统筹调
剂比例提高到50%，基层医疗机
构就诊支付比例提高至90%。

“城乡卫生”促融合
“疑难重症”提水平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对全面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据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黑
龙江等20个省份落地，填补了地
方在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儿科等
方面的短板弱项；山西等省份积
极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河北等省份探索医联体建设，促
进医疗资源下沉。

在“老少边山”地区，城乡卫
生健康融合发展助力基层卫生服
务水平提升。重庆市黔江区区长
周恩海说，十年来，黔江区建成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等四家新医院，
区内就诊病人比例稳定在90%以
上。过去黔江的百姓看大病要花

4个多小时车程到重庆主城，黔江
离主城近300公里，非常不便，如
今边远山区老百姓不出区也能看
大病、治好病。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对地方有
着辐射引领作用。北京协和医院院
长张抒扬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
北京协和医院累计派出3000多人
次医疗援助人员支援全国29个省
份，联合多方创建中国罕见病联
盟，积极推动罕见病诊疗研工作。
同时，积极开展“5G+医疗健康”试
点工作，推动远程“指尖就医”。

医疗卫生人才
稳增长、优结构

人才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核心
资源。

截至2021年，我国卫生人员
总量达1398.3 万人，卫生技术人
员占比80.4%；“十三五”期间，我
国卫生人员总量年均增长5%、大
学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所 占 比 例
提高到 42.1%、医护比提高到
1:1.15……一组数据显示，近年
来，我国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取得长足发展。

许树强表示，但也必须看到，
我国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在数量、
质量和结构上与人民群众的期盼
还有不小的差距，“十四五”期间，
将从两个方面重点推进卫生健康
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培养培训，进一步扩
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规模。优化
专业、城乡和区域布局；发展公共
卫生人才队伍；实施中医药特色
人才培养工程。

二是健全编制、人事和薪酬制
度。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制度改革，突出业绩水平和实际
贡献；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
革，充分落实内部分配自主权。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
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
及如何建立动态核增机制。

“医务人员是深化医改的主力
军。要更加关心关爱医务人员。”
许树强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从
提升和改善薪酬待遇、拓展职业
发展空间、创造良好执业环境、构
建和谐医患关系等入手，进一步
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理解、支持和
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
——各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在黑龙江等 20 个省份落
地，上海等 11 个综合医
改试点省份率先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江西
等 7 个省份被确定为首
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国家卫生健
康委 28 日新闻发布会发
布信息显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国各地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多措
并举缓解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等问题。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作为省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试点，首批建成57处乡村“复兴少年宫”，挖
掘优秀乡村“复兴少年宫”师资担任辅导员，动员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五老”志愿者、
退休教师、放假的返乡大学生等积极参与，通过书法、剪纸、面塑、朗诵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乡村
少年儿童的假期生活。

图为7月28日，在山东省齐河县祝阿镇马坊社区乡村“复兴少年宫”，王向东在教小朋友捏面塑。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新品”
“可持续”“互动体验”等关键词，成为参展的
全球消费精品的主打卖点。

参展企业家、研究机构表示，中国“95后”
消费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国内外消
费精品企业主动适应消费新需求和新趋势，持
续推出科技新品和绿色可持续新品，同时更加
注重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互动体验。

需求在变，创新不变

“很减压，穴位找得很准。”一名体验者躺
在展区按摩椅上评价。这款按摩椅来自新加
坡，与其他两款养生减压椅一起，令现场观众
很感兴趣。

相关品牌的营销负责人表示：“消费需求
在变，但是产品的创新升级一直在路上。”比
如，按摩椅正在成为注重养生人群的“新刚
需”，产品的设计就要更加智能，增加AI压力
监测、生物传感器测量和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测
算等功能，更精准地为消费者调理身心。

“面对当下市场，推陈出新是永恒的话
题。”历峰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顾佳琳坦言，集
团旗下品牌卡地亚如今70%的营收来源于过
去4年研发的新品。

科技赋能，越来越多消费精品通过创新，
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针对中国人爱喝白开水的习惯，英国艾恩
姆集团为中国市场首创的熟水机，可以在3秒
内将100摄氏度的开水冷却至40摄氏度；美
时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带来一款数字移
动诊断车，搭载着数字X光机、B超机等诊疗
设备，可以将体检服务送至乡村、厂矿……共
计600多个全球新品，将在本届消博会上完成

“首发首秀”，展现了消费创新的活力。

低碳生活、可持续消费成卖点

今年的展区里，年轻观展消费群体对低
碳、可降解的产品及品牌活动较为关注。“零碳
咖啡”、植物基洗手液、生物降解系列餐具颇为
吸睛，空瓶回收、西服焕新、包装减量等活动广
受欢迎。

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从目前的经
营数据来看，消费者的“可持续”意识正在增
强，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愿意为可持续产
品买单。

迎合消费理念变革趋势，参展企业纷纷
“秀”出自己的ESG（环境、社会、治理）方案，
强调产品中可持续材料的使用比例。例如，日
化产品、保健品大多主打纯植物提取物；科蒂
集团联合兰扎科技，将碳捕获技术运用于香水
生产；戴尔科技集团表示，其2022财年的产品
和包装中可持续材料使用量达 17.98 万吨，
90.2%的包装已使用可再生材料。

互动体验成为新风尚

随着“95后”消费群体壮大以及国人消费
能力增强，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需
求，驱使品牌商更加关注新的消费交互方式，
以更好的体验吸引更多的客户。

体验式“云购物”模式，在本届消博会的许
多展台亮相。在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的
展区，一些消费者线下观展购物的同时，熟练
地打开小红书、抖音等线上平台，对比产品、了
解使用方法；还有消费者通过AI虚拟技术试
衣试妆，扫描实物商品后准确地找到同款产
品，并获取产品详情……

无论目标客户是年轻人，还是其他人士，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成为众多企业提升
品牌魅力和消费吸引力的选择。中国旅游集
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延光表示，即
将开业的海口国际免税城将注重通过更好的
服务来提供更美好的消费体验。

（新华社海口7月28日电）

消博会上
感受消费新趋势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樊
曦 徐皓冰）暑运期间，各地学生流、
探亲流、旅游流叠加。为保障旅客
平安有序出行，铁路等部门坚持以
旅客需求为导向，强化出行服务、防
疫和安全保障，努力提升旅客出行
体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的最新统计显示，自7月1日暑运
开启以来至7月27日，全国铁路共
发送旅客1.94 亿人次，日均 720万
人次。7月 28日，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650万人次。

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昆明局集
团公司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合理安排安检、验证、检票通道
数量及候车区域划分，加强客流高
峰期旅客分流，防止进出站通道拥

堵、旅客长时间聚集。进入暑运后，
民众的旅游出行意愿明显高涨，中
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根据赣闽两
省“好山好水”特色，定制红色文化
游、浪漫山海游、双休周边游等特色
旅游线路，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
择。

交通出行，电力安全是保障。
暑运期间，国网山东泗水县供电公
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泗水高铁南
站加大供电设施巡视检查力度，并
结合天气情况弹性调整巡视密度和
频次，保障暑运期间供电安全稳
定。国网河南夏邑县供电公司积极
对接当地铁路部门，开展暑运期间
铁路供电线路安全排查，对涉及铁
路车站供电的多条线路进行保供巡
视工作，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铁路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暑运出行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
者 王鹏）记者从中国广播电视网
络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26日
至 28日，中国广电5G网络第二
批9个省份网络试商用工作陆续
启动，连同 6 月 27 日中国广电

5G 网络服务启动当天率先试商
用的 20个省份，全国已有 29个
省份正式进入广电 5G网络试商
用阶段。

试商用是通信网络正式商用
前的必经阶段，通常为3至6个月

时间，主要任务是检测网络覆盖，
验证网络运行，并根据发现的问题
进行网络调试和运营优化。试商
用期间，中国广电主要面向内部用
户以及社会友好用户提供5G业务
服务。

中国广电5G网络启动第二批九省份试商用

■ 新华社记者 刘邓 陈凯姿 赵叶苹

新华社拉萨7月28日电（记者
陈尚才）28日，西藏自治区援藏干部
人才迎送大会在拉萨召开。承担选
派任务的中央单位和17个省市共选
派了2114名援藏干部人才进藏，接
力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开始为期
三年的援藏工作。

与第九批选派情况相比，第十
批援藏干部人才的总体规模保持稳
定，结构功能不断优化，专业技术人
才占63.4%；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到99.3%。根
据西藏所需医疗、教育等方面专业
技术人才的实际情况，精准选派“组
团式”医疗人才292名，选派“组团

式”教育人才400名。
据介绍，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累计落实援藏资金206.31亿元，实
施援藏项目 2712 个，引进全国各
地企业 1141家，建设了一批示范
带动效应强、经济效益好的产业项
目，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受援的西藏“1＋7”医院和新
增的13家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21所受援学校教育质量
持续走在自治区前列；累计实施
627个乡村振兴项目，结对帮扶群
众 3215 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4200余件，全方位助力西藏民生改
善。

2114名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进藏接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