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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马
珂）海口市内省级公立医院“扎堆”，一
直被视为医改中难碰的硬骨头。然
而，随着我省医改不断深入，力度不断
加大，海口市将全面启动公立医院改
革，取消药品加成，也就意味着医院
在出售药品过程中对药品加价出售
的手段将取消。今天，记者从2016年
全省医改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上
获悉，强化“三医联动”、构建分级诊疗
体系，将成为我省医改的突破口。

会议总结了我省过去五年的医
改成绩，卫生总费用由 2010 年的
113.25亿元增加到2014年220.68亿

元，增幅为95%。人均期望寿命逐年
有所提高，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
逐年下降，均提前实现了十二五医改
规划目标。同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群众就医负担
有所减轻。

会议强调，我省今年将强化“三
医”联动综合改革，在医疗、医药、医保
三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平
衡点，使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得到解决，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
挥，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医保基金平
稳运行、风险可控。

据了解，去年，我省应纳入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范围的15个市县28
家县级公立医院（含人民医院和中医
院）已全部取消了药品加成，15家妇
幼保健院、省第二人民医院、省平山医
院也取消了药品加成，以药养医的机
制得以切断。

今年，海口市作为全国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第四批试点城市，将启动省
市医疗机构同步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同时启动洋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现
全覆盖。海口市和洋浦开发区包括省
级公立医院在内的所有公立医院将取
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

今年，海南还鼓励试点城市探索

制定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
法，建立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
际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激励机制，
逐步提高医务人员收入待遇。公立
医院院长的绩效工资可由政府办医
机构确定。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
收目标，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医院
的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业务收
入挂钩。

会议表示，实施分级诊疗是从根
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项
基础性制度设计，事关医改成败。今
年我省将围绕县外转出率较高的病
种，加强适宜技术推广工作，提升县

级医院疾病诊疗能力。并鼓励城市
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多点执业，完善工资制度，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

今年我省还将探索建立包括医疗
联合体、对口支援在内的多种分工协
作模式。完善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医
保差异化支付政策，适当拉开不同级
别医疗机构的起付线和支付比例差
距，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患
者按人头打包付费，对医疗机构落实
功能定位、患者合理选择就医机构形
成有效的激励引导。

海口公立医院今年取消药品加成
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医院的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琼岛本周多雨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王天巍 李凡）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获悉，琼
岛上周前期气温普遍不高，21日～22日，南部
和东部地区普降中到大雨、局地雨量达到暴雨，
最高气温略有下降。预计本周前期和中期全岛
多阵雨或雷阵雨，后期天气晴好。

陆地方面，23日～25日，受偏南气流影响，
全岛多云，大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最
高气温31～34℃。26日～27日，受辐合带影
响，全岛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中部和
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岛最高气温略有
下降。28日～29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晴间
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逐日回升。

未来一周，北部湾海面和本岛四周海面风
力5级，雷雨时阵风7～8级，近海的渔船要随
时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信息。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6月征缴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王培琳 实习
生符彦姝）近日，省人社厅下发《关于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参保登记、保费征缴等作出规定。预计6月
份，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将正
式启动。

通知指出，我省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公益一类和公
益二类事业单位，纳入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范围。其中，2014年9月30日前已
经成立的单位及已在本单位工作的编制内人员，
按本通知规定进行参保登记和缴费；其他单位及
编制内工作人员，按照《海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以下简称《规
程》）有关规定进行参保登记和缴费。驻琼中央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社保
经办机构负责征收，采取银行代扣代缴方式进
行征缴。各市县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
代扣代缴金融机构为当地农信社（农商行、农合
行），省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代扣
代缴金融机构为海口农商行。

今年6月开始，社保经办机构开始受理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缴费基数核
定业务。参保单位可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时向
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报核定缴费基数。

5月20日，海南立昇膜分离设备产业化基地，工人正在生产优质超滤膜，准备出口欧
美、日本等高端市场。该基地一期项目今年正式投产，可年产900万平方米优质超滤膜。
目前，立昇的国际市场项目处理总量为国内同行业第一。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海南智造 享誉国际

三亚整治运输行业
违规行为

本报三亚 5 月 23 日电 （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全思思）记者近日
从三亚市交通局了解到，自 5月 21
日起至8月 31日，该局将全面开展
三亚市内班线车、公交车、出租车
行业整治“百日大会战”行动，重点
查处该市道路运输行业的违规行
为。

此次行动，三亚市交通局将通过
加强日常巡查与暗访、建立投诉严
惩机制等方式，重拳严处市内班线
车超载、不按规定站点停靠的违规
经营行为，查处公交车诱导乘客消
费、不按规定线路经营、不按规定站
点停靠、不按规定收费、服务态度恶
劣、超载等6类违规经营行为，查处
出租车拒载、议价、不打表、绕道、甩
客等5类违规经营行为。一经查实，
将严厉打击。

市民游客如遇到有违规、不文明
行为等，可拨打12328、88667803投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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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儋州佳华麟实业有限公司 黄女士
电话：13976292168
地址：和庆镇和庆街186号

2、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 田先生
电话：13807559296
地址：那大镇农垦北路

3、儋州美乐美食品有限公司 陈先生
电话：13976580708
地址：那大镇伏波东路164号

4、五哥粽子包子店 陈先生
电话：13907657578
地址：那大镇东门街34号

5、福海黑姐香粽 薛先生
电话：18976560577
地址：儋州武装部宿舍

6、儋州涵瑶食品有限公司 孙先生
电话：13976498053
地址：那大军屯区西三巷5号

7、海口尚食实业有限公司 赵先生
电话：13307600061

8、儋州景隆食品有限公司 周女士
电话：15338956000
地址：那大镇先锋路四街24号

9、林玉珍小样美味粽 林女士
电话：15595876667
地址：那大镇幸福街159号

10、洛基粽 李先生
电话：18608972088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力乍村

11、禾丰五姐妹粽子有限公司 彭女士
电话：18889177662
地址：那大镇中心大道法院对面

12、麦氏香粽 麦先生
电话：13976298958
地址：那大镇大明街17号

13、儋州市稻糯香食品厂 劳先生
电话：13518039798
地址：那大镇人民西路汇洋小区8-9号

14、周记粽子 李女士
电话：13907657900
地址：那大镇长乐街112号

15、海南盘中餐食品有限公司 简先生
电话：13876617777
地址：儋州西联农场内

16、儋州乐意饮食有限公司 唐先生
电话：13637618890
地址：那大镇大洲桥聚龙小区21号

不断提升境内外市场占有率

儋州粽子热销全国
儋州名粽企业展示

千年儋粽 代代传承

粽香不怕巷子深。位于儋州市
那大镇大明街的麦氏粽子厂家，远离
主街道，但每天都迎来购买粽子的人
群，并接到多笔订单。

“这段时间，除了很多顾客到实体
店购买麦氏粽子，我每天都接到不少订
购粽子的电话。”5月23日，儋州麦氏粽
子厂家负责人麦永安微笑着说道。

年近七旬的麦永安，身体硬朗，
语调有力。他介绍，麦家祖祖辈辈以
制作粽子为业，因而生产出来的粽
子，被人们称之为“麦氏粽子”。

麦氏粽子生产车间，放着一台天
平。麦永安透露，天平用于称量配
方，因为祖传配方务求精准，这样制
作出来的粽子才更加清香可口。

不在主街道的儋州“五哥粽子”，
也同样以祖传配方，制作出让消费者
大快朵颐的美味。

作为70后的陈照用，兄弟姐妹
多，他排行第五，人称“五哥”，他的粽
子店也以此命名。

“我们店里的粽子配方，是祖母
传承下来的。”陈照用的妻子黄秀英
说。祖母名叫韦长妹，将“洛基粽子”
的配方，传授给了黄秀英。

韦长妹曾长期坐镇指导，“五哥
粽子”口味在同行中别具一格。

事实上，儋州粽子的历史源远流
长。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坐骑刨井解
渴的佳话，留下儋州“白马井”的传奇
地名。此井中之水被将士们取来蒸
煮以虾米为料的粽子，故名“伏波虾
米粽”。

到了宋代，作为美食家的大文豪
苏东坡，谪居儋州期间，不仅亲手创
制“东坡粽”，还教当地人包豆子粽、
干鱼粽、虾仁粽、鸭蛋粽等。道教南
宗白玉蟾在儋州松林岭炼丹时，包清
粽蘸蜂蜜糖而食之，被后世称为“白

氏粽法”。
明代初年的“威武将军”符南进、

“嘉应将军”符那宽，从儋州洛基地区
走出，晚年荣归故里后喜欢吃粽子，
推动了“洛基粽”的诞生。

历久弥新的儋州粽子，成为颇具
地方风情的美味珍品。

种类多样 尝鲜不断

麦氏粽子有11个品种。其中，叉
烧粽是先把瘦肉腌制日晒，接着用火
烤，然后与其他原料一起制作，脆嫩鲜
美，香飘街巷；贡豆粽曾因进贡皇室而
得名，贡豆原名荷包豆，如今由麦氏自
己种植不施化肥，突出原生态。

源于“洛基粽子”的五哥粽子，由
糯米、本地蛋黄、五花肉、自制调料组
成，并不需要市面上的香料，而是遵从
古法精制而成。看似简单的配方，味
道却不简单。这样的粽子经过蒸煮熟
透后，以糯而不烂、肥而不腻、肉嫩味
香、咸甜适中而著称。

儋州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儋州粽子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品种丰
富。该市海边和内陆居民做的粽子，
在差异化营销中使购粽者享用到各
种风味。前者原料多以鱼虾等海产
品为主，后者原料则以猪肉、豆类等
为主。

而对规模较大的生产厂家而言，
原料一般比较多元，有猪肉、海产品，
等等。

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传明介绍，“那大广和”粽子原料主
要来源于本地优质糯米、新鲜咸鸭蛋
及农家鲜猪肉，再加上多种传统秘制
配料，采用本地新鲜野生粽叶包裹成
型，经过8-10小时烹煮而成。其特
点是：香味独特、形靓色雅、肉质不
腻、香软松化、味道浓郁、清香甘醇。
现已推出蛋黄鲜肉粽、蛋黄排骨粽、
蛋黄虾米粽、蛋黄猪脚粽、蛋黄绿豆
粽等多样化的粽子品种，以满足市民
的不同口感。

百万人口大市的儋州，人们的饮

食习惯有所区别，催生出不同的粽子
品种。比如，咸水粽一反儋州粽子块
头大的特点，而是做得相对小巧，吃
了不上火，具有清热作用。

标准步伐 拓展市场

走进儋州粽子厂家，多种制度上
墙。就连城区之外的那大镇力乍村，
张贴的《食品安全企业安全责任须
知》，也对粽子等食品生产提出了明
确要求。比如，“要落实进货查验记
录、购销台账、过程控制、产品召回等
质量安全控制制度”，“食品生产企业
要认真落实自检制度，增加自检频
次，尤其是大中型企业要加强防控食
品非法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所必须的
自检能力”。

“如果细化生产工艺，粽子制作
过程更加复杂严谨。”田传明说，一个
儋州粽子制作出来，至少有15道工
序，诸如煮粽叶、泡洗粽衣、洗米泡
米、肉食切割、咸鸭蛋取黄、猪肉腌
制、包粽、绑粽、修剪、蒸煮、取粽、降
温、包装、物理灭菌等步骤。

今年2月初，儋州市收到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2016年
第9号公告函，该总局正式批准对“儋
州粽子”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去年底，儋州市明确了新的冲刺
目标，力争2016年端午节至2017年
端午节期间，将生产销售儋州粽子
3000万个。

对此，儋州粽子行业协会会长王
开元充满信心。他说，儋州粽子畅销
全国多个省份和香港、澳门等地区，
这在于底蕴深厚、品种丰富、质量可
靠，而更重要的是获评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大大提高了儋州粽子知名度、
美誉度。下一步，该市将通过会展推
介、进社区设营销点、在景区码头设
营销点等九大营销模式，不断提升儋
州粽子在境内外市场的占有率。

（撰文/平宗 张琳）

海南名粽展销会告一段
落。仅仅两天时间，儋州揽
得 50 万个粽子订单，实现销
售收入49万元。

“牛刀小试”的儋州粽子，
再度卷起一波波旺销热潮。

儋州粽子，成为吸引省
内外消费者必尝的海南美食
之一。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
表示，市委市政府确定，打造
以儋州粽子为代表的九大品
牌，突破性发展一批群众基
础好、生产规模大、市场空间
广的农业品牌，从而实现富
民强市的产业发展目标。

端午节款款而来，儋州
粽子的产销步伐迈得越来越
大。儋州粽子的多个厂家，
每天都接到大量订单，并通
过线上线下互动，产品畅销
境内外大市场。

儋州肉粽的馅料十分诱人。
苏晓 摄

儋州粽如今声名远扬，远销外地。图为外国游客在品尝儋州粽。
吴文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