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程度大幅提升

实施12大类45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覆盖居民生命全过程。大力推
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全国超过一半的
县开展了基层首诊试点，县域内就诊率达
80％以上。……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持续拓展深化

全国1977个县（市）全面推开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
城市扩大到200个。

全民医保制度基本建立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固在 95％以
上，覆盖人口超过 13亿人，2016年城乡居
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达到人均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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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40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
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滨涯湖开发区11309.85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中40%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籍）字第S0176号〛，参
考价：135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2月13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

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
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2月12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
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12月8日17:00前到账为
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809；6、缴款
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
标的按现状净价整体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
0898-36326216 13876355557；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2016）琼02破2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9月
18日裁定受理海南中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度旅游
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6年11月7日指定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担
任中度旅游公司管理人。中度旅游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月6
日前，向中度旅游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路66号
碧海国际大厦8楼801室；邮政编码：572000；联系人：马维秋；联系
电话：0898-88225996 17766990267 18789905779；传真：0898-
88225996；邮箱zhongduchongzheng@163.com；）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
行使权利。中度旅游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度旅游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 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海南省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四楼大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海南省各市县邮政局上门收订电话

海口市邮政局：65339233 66268809 68662256

东方市邮政局：25522435 文昌市邮政局：63225494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邮政局：86236185 乐东黎族自治县邮政局：85521070

昌江黎族自治县邮政局：26651372 白沙黎族自治县邮政局：27721120

三亚市邮政局：88268586 儋州市邮政局：23322774

五指山市邮政局：86622456 澄迈县邮政局：67616185

琼海市邮政局：62822783 万宁市邮政局：36222055

定安县邮政局：63825769 临高县邮政局：28260013

屯昌县邮政局：67813583 洋浦经济开发区邮政局：28823020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邮政局：83669369 陵水黎族自治县邮政局：83322623

全省邮政服务热线：11185咨询电话：66199020 66265476 18689860535

优惠套餐组合活动不与其它优惠活动重复使用

此活动仅限海南地区

一份套餐

二道大菜

参考消息（年价288元）+特区文摘（年价96元）=384元

现在订阅只需350元，优惠34元

+
海南省视觉数据中心装修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室内展厅及工作室风格装修改造工程，招标人

为海南省图片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项目施工进行公开
招标。

二、项目概况
1、工程建设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印刷中心6楼。
2、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室内展厅装修，占地面积2596m2，

具体内容以工程量清单为准，施工图纸为依据。
3、招标范围：展厅、工作室、影棚等。
4、工期要求：总工期为60天；
5、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其他相关规范

合格标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在琼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营

业执照，具备装修装饰施工资质。省外企业在琼有分支机构，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有独立装修大型
美术、影像类展厅案例并提供现场图片的单位优先。本项目不接

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11月21日至2016年11月

28日，周一至周五每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4:30至17:00，
凭营业执照、装修装饰资质证书到招标单位报名，经审查资格合
格后，方可领取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17:00，地点为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12楼海南省图片社。
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投标人拟派出的授权委托人应当持

授权委托书原件（若为法定代表人，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书）等相关材料到场核验登记。预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
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南省图片社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0645，联系人：吴女士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鲁能三亚湾游艇别墅279商业地块场地清理及围

墙工程
2、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三亚湾
5、工程规模：鲁能三亚湾游艇别墅279商业地块包括HPA-07-

02地块及HPA-07-05地块，总占地面积为75365m2，总建筑面积为
33106.1m2。

招标控制价：5255862.88元人民币
计划工期：20日历天；
6、申请人资格要求：
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投标

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
格。

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6年11月21日至25日(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及
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投标报名时须由拟委派的项目经理与技术负责人（具备建筑工
程中级及以上职称）持身份证到现场报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件与资
料：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建造师注册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建设工程
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人员（施工员、安全
员、质量员、资料员、材料员、造价员、标准员、劳务员各1名）的岗位
证书及身份证。【以上资料须提供原件核对、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两份，所有资料必须整理成册，封面写有“某某项目招标投标报名资
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公章）】。

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9、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先生 电 话：0898-88275788

2016年11月21日

以深化医改为坐标谋划健康中国未来
——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综述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健康中国提升为国家战略，随着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的召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一系列卫生健康领域新政策新举措的公布，中国卫生健康事业
续写崭新篇章，健康中国的美好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
改是一场“重头戏”。当前，我国
医改正在逐步从试点探索、单向
突破转向系统配套、全面推进。
但随着医改步入深水区，一些深
层次的普遍共性问题凸显出来。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傅卫指出，目前主要的
问题一是领导体制和组织实施机
制有待强化，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协同推进改革的有效联动机制
尚未形成；二是改革政策措施的
整体性、综合性不够，“三医”联动
改革进展不平衡；三是体制机制
性改革有待进一步突破，特别是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药品流通领域改革、人事薪酬制
度建立、基层人才激励机制等方
面的改革有待加快推进。

面对改革深水区的险滩暗
礁，国家出台《国务院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
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
的若干意见》，以地方实践探索路
径，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一些地
方的经验与实践如星星之火照亮
医改前路——

如何向“看病贵”的症结动
刀？福建省三明市公立医院建立

了科学补偿机制，所有公立医院
取消药品加成，通过实行药品限
价采购、严格控制医师处方权和
抗菌药物使用，挤压药品耗材流
通使用环节的水分。

如何解决大医院“一号难求”，
小诊所门可罗雀的两难困境？上
海市启动试点“1＋1＋1”签约服务
组合，即居民在与1位家庭医生签
约的基础上，再选择1家区级、1家
市级医院就诊。签约居民可在签
约组合内选择任意一家医疗机构
就诊，若需至组合外就诊必须由家
庭医生转诊，实现“硬绑定”。

如何增强一线医务人员的认

同感？江苏省公立医院在制定单
位内部绩效工资发放项目时，设立
岗位津贴、生活补贴、科研津贴等
项目。在具体分配时，重点向临床
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风险度
高和贡献突出等医务人员倾斜。

……
傅卫指出，各地推广经验、深

化医改，关键是要把握卫生改革
的方向、理念和政策要求，因地制
宜进行适当调整，制定出符合当
地实际的改革方案，同时也要进
一步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尽快建
立起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政策的
实施效果评估机制。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求在
更深层次和更多领域推进系统整
合、统筹协调，把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把健康理念向群众普及，促使
健康中国战略进一步细化、更深
度实施。

近日，国家卫计委联合九部委
发布《关于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的
指导意见》，明确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基于大健康理念
注重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关注生命
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实施医药卫
生、体育健身、环境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心理干预等综合治理。

民之所系，政之所向。一项

项新政策新举措，正在进一步密
织13亿多人民的健康保障网，丰
富“健康中国”的大格局新构想
——

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加
强肿瘤规范化诊疗、推进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加强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建设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启动新农合跨省就医联网
结报工作试点……一系列细分领
域的新举措为健康中国建设夯实
基础。

新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规
正式实施，用最严格的监管制度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药品医疗

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贯彻落
实，让患者以更快速度、更低价格
用上救命药、放心药……一系列
食品医药新规从群众最期盼的领
域入手，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在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卫生
与健康事业不断发展的道路上，
中国交出亮眼的“健康成绩
单”——

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个人卫生支出占卫
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由2008
年的40.4％下降到30％以下；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提
升，80％的居民15分钟能够到达

医疗机构。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

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
比2010年提高1.51岁，人民健康
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
均水平，用较少的投入取得了较
高的健康绩效。

展望未来，站在“十三五”开
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一个全体国
民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保障体系正在构建，一个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全面小康社会
正在切近，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健康中国”正在稳步前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全民共享
“健康红利”

我国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正在由打好基础转向提升质
量、由单项突破转向综合推进，老百姓从中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生计
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指出：“实践证
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向正确、路径
清晰、措施有力，改革成果广泛惠及人民群
众，对解决看病就医问题，提高人民群众健
康素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20日就十四世达赖窜访蒙古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方敦促蒙方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华分裂本质，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达赖窜访产生的消极影响。

有记者问，据报道，十四世达赖近日赴蒙古
活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近日，蒙方不顾中方多次劝阻，执
意邀请十四世达赖窜访蒙古，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十四世达赖是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
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图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的政治流亡者。中方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身份
和名义到任何国家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坚决反对
任何国家官方人士同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耿爽表示，中方敦促蒙方认清达赖集团的
反华分裂本质，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达赖窜访产生的消极
影响，避免中蒙关系健康发展受到干扰。

蒙方执意邀请十四世达赖窜访蒙古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徐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日发布消息称，11月21
日至12月4日，人社部将举办2016年全国人
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据初
步统计，各地拟举办现场招聘会177场，预计参
会用人单位2.2万家，拟招聘人数50余万人。

据介绍，该活动是人社部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部署、统一组织开展的，面向高校毕业生的专
项就业服务活动。自2003年起，已举办十三
届，今年是第十四届。

据初步统计，目前参加本届服务周活动的
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160个。有135家网
站举办网络招聘会，预计提供55万条岗位信
息。目前，从网络招聘会信息看，涉及互联网/电
子商务、耐用消费品、贸易/进出口、网络游戏、计
算机、通信、媒体/出版/文化传播、物业管理/商
业中心、房地产开发/建筑与工程、金融业等诸
多行业。

其中需求量最多的前十个职位类别是：销售
类、行政/后勤类、计算机/网络/技术类、财务/审
计/统计类、市场/公关/媒介类、教育/培训类、酒
店/餐饮/旅游/服务类、技工类、建筑/房地产/装饰
装修/物业管理类、美术/设计/创意类。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
拟招聘50余万人

由点到面推进医改攻坚

谋划全局构筑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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