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5项制度建设上要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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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十
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部署加快建立符
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推进医
药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规划》提出，要在 5 项制度建设
上取得新突破。一是建立科学合理
的分级诊疗制度。坚持居民自愿、基
层 首 诊 、政 策 引 导 、创 新 机 制 ，到
2020 年，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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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二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深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加快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
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三是建立高效运行的全民医疗
保障制度。完善筹资机制，深化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
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提高大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 刘云山出席 张高丽主持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 9 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
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
张高丽主持大会。
上午10时，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
先向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
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颁
发奖励证书，
并同他们热情握手，
表示
祝贺。随后，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
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
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
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
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刚刚过去的一年，
面
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科技
战线大事喜事多，
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
科技创新成果加
速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
中华大地在创新中展现出勃勃生机与
活力。当前，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孕育兴起，
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
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进入新阶段，
必
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
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推动经济保
持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筑牢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瞄准前沿、紧扣需求、前瞻部署，推进
国家科技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
创新，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
鼓励
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
利
用互联网等新平台新模式，集聚优化
创新要素，提高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效率。
下转 A02 版▶
(相关报道见 B02 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右）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左）颁奖。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罗保铭主持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
强调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强化党内监督
努力营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生态
会议决定今年省两会于2月19日至24日召开
刘赐贵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周
元 况昌勋）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
铭主持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十
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研究我
省贯彻意见。他强调，海南不仅要有
良好的自然生态，也要有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生态，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坚决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看齐，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和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
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
内监督，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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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
出了里程碑式的总结，对当前反腐形
势作出了重要判断，向全党全国全世
界昭示了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
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
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坚定了
全党全国人民正义必胜、反腐必赢的
信心，体现了“有能力给自己治病”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中国共产党
体制优势，也释放出了届末之年惩治
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
改变，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预计3年内建成开放
本报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孙婧）今天中午，三
亚市政府、北京联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美国国家
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格莱美博物馆在北京正式签
约，共同宣布将格莱美博物馆引进中国，预计 3 年内
在三亚建成开放。
记者从签约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三亚格
莱美博物馆将设址市中心，这是除美国本土之外的
全球第一家格莱美博物馆，也是三亚首个权威的音
乐文化中心。
据悉，
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格莱美博物馆，记录了
全球流行音乐 100 多年的历史以及 50 年来历届格
莱美奖的重要影音资料。三亚格莱美博物馆除了展
示上述常规内容外，还将打造中国名人堂，
融入中国
流行音乐元素和中国顶级音乐人影音资料等。
“格莱美首次走出美国，选址三亚，是希望借助
三亚的旅游氛围，接触更多中国客群，借此为中美
音乐交流互动提供更多机遇。”洛杉矶格莱美博物
馆馆长罗伯特·斯坦利介绍，在展览之外，格莱美
博物馆还将组织开展小型演出、歌迷见面会、歌手
发片会等演艺活动，提供录音制作、乐器销售、艺
术画廊、文化课堂等整套流行音乐产业服务，游客
可以在这里，运用最新科技和设施，制作属于自己
的原创音乐。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三亚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文
化产品不够丰富，
格莱美博物馆落户，将极大地丰富
三亚的文化服务，
提升旅游国际化程度，有利于旅游
的均衡化发展。
”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岩峻表示，
三亚高度重视此次合作，将从用地、审批等方面为项
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重点项目建设巡礼——
聚焦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栏
目今日关注琼乐高速超额完成年
度投资任务，实现工程总进度过半
的目标。
(详见 A04 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的强烈信号。
重要内容，开好民主生活会，抓住“关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
键少数”，以上率下，带头践行忠诚干
学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净担当；要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
话精神，将其作为我们抓好党风廉政
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反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依循。要
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树立
结合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 “打铁还需自身硬”意识，把敢于坚持
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标本兼治，
原则、直面违法乱纪，真碰硬、真担
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持之以恒抓好党
当，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作为衡量看
风廉政建设，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
齐意识的重要标尺；要选好人、用对
入，尤其是要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人，把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领导
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今后长
干部与抓发展、抓民生一样作为追求
期执纪监督问责、履行“两个责任”的
业绩的重要内容。
下转 A02 版▶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
公示。
公示期限：2017 年 1 月 11 日至 17 日，共 5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
（0898）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 号海
南广场 1 号楼 308 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7 年 1 月 10 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 A02 版）

白沙黎族女干部吴桂英扶贫路上心脏病突发殉职，
当地干部群众深受触动

“完成她未竟的工作是最好的缅怀”
本报牙叉 1 月 9 日电 （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王伟）2016 年 12 月
31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农艺师吴桂英在下乡扶
贫路上心脏病突发，因抢救无效去
世。吴桂英走后，她坚守岗位、无私
奉献的精神感染了白沙各级干部和
群众。在缅怀这名黎族女干部的同
时，大家也接过了她手中的扶贫接
力棒，继续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据记者了解，吴桂英生前随单
位驻点帮扶白沙邦溪镇大米村，该
村计划于 2016 年脱贫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 18 户，其中吴桂英负责帮扶
的大米村委会石皮村贫困户韦亚突
已经 69 岁，脱贫难度较大。自去年
10 月以来，吴桂英随单位就近驻扎，
负责填写扶贫手册、宣传扶贫政策，
落实危房改造、医疗保障、教育补
贴、产业扶贫等工作，并与贫困户建

立了深厚感情。
吴桂英去世后，
大米村村民也自
发组织了缅怀活动，
于 1 月 6 日第 15
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前，
为这位
可敬的干部集体默哀。村“两委”干
部及驻村第一书记也主动分担了吴
桂英的工作，
继续推进扶贫工作。
“ 吴 桂 英 走 了 ，但 她 的 精 神 还
在。”白沙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
任符进宏说，最好的缅怀，就是完成

距
2016 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还有 3 天

吴桂英留下的工作，实现帮助贫困
户脱贫的目标。而韦亚突一家已经
在吴桂英的帮助下，通过加入养猪、
养鹅等专业合作社，加之外出务工
等方式，于 2016 年底实现了脱贫。
全村 1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也将在
合作社分红后顺利脱贫。
据悉，
白沙县委县政府已号召全
县干部向吴桂英学习，
继续深入一线
开展扶贫工作。(相关报道见 A03 版)

海口开展“厕所革命”
，解决市民游客“如厕难”
问题

亮丽公厕养人眼 便利服务暖心坎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钟礼元
“公厕很新、很干净，看得出环
卫工人很用心！”8 日下午，在海口市
新埠岛新世界花园度假村附近的一
座独具特色的公厕外，市民刘为民

说。这座公厕的外墙以白色为主，
正面用橘色加以点缀，简洁美观；公
厕内明亮整洁，
没有异味。
如 今 ，走 在 海 口 城 区 ，社 区 公
厕、景区公厕、移动公厕、第 5 空间，
越来越多舒适美观的公厕在这座温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多云，有雷阵雨
风向风速
东南风转南到东南风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多云间阴天 夜间夜间
多云间阴天
风向风速
偏东风 4
级 温度 最高 24℃4 级
最低温度
21℃ 最高 31℃ 最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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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二家格莱美
博物馆花落三亚

暖之城拔地而起，为市民游客提供
了便利，也成为树立城市形象、提升
城市服务功能的重要抓手。目前海
口已超额完成“创文创卫”要求的公
厕改造任务，被评为全国首批“厕所
革命”
先进市。

作为旅游城市，如厕关乎海口
每一个市民、游客的切身利益，可
直接反映政府的社会服务治理水
平。海口借助“创文创卫”的东风，
在海口市旅游委和环卫局等单位的
努力下，
下转 A08 版▶

看我们的
读懂海南

琼海市嘉积中学定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举行 100 周年校庆
庆典活动，欢迎广大校友与母
校联系，母校期盼您的归来！
电话：0898—62822451
0898—62835208（传真）
网址：http://hnjjzx.net
公众号：qhjjzx
E—mail:jiazhongban@
163.com

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忘初
心、定力十足、砥砺前行，以良好的精
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许俊、马勇霞、
毛超峰、刘新、张琦、胡光辉出席会
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副
省长王路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
次全体会议，是在党的十九大前夕召
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对十八大

病保险对困难群众支付的精准性。
四是建立规范有序的药品供应保障
制度。实施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全
流程改革，建设符合国情的国家药物
政策体系，理顺药品价格，保障药品
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供应充分。五
是建立严格规范的综合监管制度。
深化医药卫生领域“放管服”改革，构
建多元化的监管体系，强化全行业综
合监管，引导规范第三方评价和行业
自律。
(相关报道见 B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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