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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医院骗保当严惩

拨亮善念让暖意流淌

“高新技术企业”也要打假

日前，国家医保局部署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专项行动“回头看”。长春、唐
山、乌鲁木齐等多地也陆续公布打
击欺诈骗取医保行为专项检查结
果。记者采访发现，在有些地方，被
检查的公立医院违规率超八成，违
规名单中不乏公立三甲医院，有的
医院违规屡查屡犯。一些医院骗保
手段花样翻新，出现各种“升级版”。

挂号不看病，要检查先住院，住
院就要打点滴，打点滴名叫“静脉穿
刺术”，检查诊断不提供结果……有
些患者轻微不适被当成大病安排入
院治疗，出了院连有啥病都不知
道。一些医院虚构支出、伪造病历、

过度医疗、挂床骗保等，为骗保穷尽
办法，一些患者不明就里，被忽悠为
医疗高消费买单，还有一些患者与
医院“合作”，过度检查，把住院检查
当成廉价的全面体检……这些公立
医院和私营医疗机构在赚得盆满钵
满时，可想过自己昧着良心骗取的
医保资金是群众的救命钱？其透支
的不仅是自身的公信力，更是公众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正是：

小病大治群众惑，
违规骗保万众唾。
若是监管不可破，
何惧医院套路多？

（图/朱慧卿 文/饶思锐）

人才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资源。自
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舜有臣五
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
人。’”孔子因而感慨：“才难，不其然
乎？”孔子一语，道尽人才得失关乎国
家兴亡的至理。

治理国家如此，地方发展亦然。当
前，海南肩负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新标杆的重大使命。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人才
是决定性因素。没有一流人才的支撑，
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目标难比登天。
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的重大战

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
人才不会凭空而降，如何才能聚

得人才？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处理好
培养人才与引进人才的关系。人才的
构成就像是一座金字塔，“高精专”的
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创新人才属于

“塔尖”上的人才，而大量的“塔中”“塔
底”的基础性人才，不可能大批量地从
外地引进。这就需要我们在大量引进
人才的同时，注重培养本地人才。

实施人才战略，就是要既重视“天
边”，也不能忽视“身边”。这个“天边”
就是指外地的高端人才，而“身边”则
是指本土的人才。这是因为外地人才

中，不乏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和了解自
由贸易规则的高端人才，他们实践经
验丰富，能为海南带来“即战力”；而本
土的人才生于斯或者长于斯，不仅心
系海南的发展，也熟悉海南的发展实
际，适应性更强，也更接地气。所以，
我们实施人才战略，一定要着眼长远，
既重视“天边”，也不忽视“身边”。如
果只注重“身边”，就会故步自封，难登

“九层之台”，追赶“天边”也会更加吃
力；倘若只注重“天边”，便如空中楼
阁，不能“起于累土”，脱离“身边”还会
动摇根基。我们要把人才引进和培养
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要有天下英

才皆为我用的国际视野和宽阔胸怀，
也要有发现和持续培养身边人才的耐
心和远见。

聚得人才，还得留住人才。优渥
的待遇固然是前提，不然招来人才，也
很可能像韩愈笔下的千里马那样，“食
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但留住
人才，政策优待、物质厚待绝非全部。
一个优秀的人才，往往最重视建功立
业。近些年，有些地方在“抢人”“挖
人”上用力很猛，以为人才来了就万事
大吉，既不为人才制定培养计划，也不
问其成长发展情况，这种做法显然是
错误的，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好不容

易引来的“凤凰”又飞走了。所谓“百
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
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
也”，说的就是用人的重要性。如果用
非所长，则很难留住人才；反之，有了
大显身手、实现抱负的舞台，人才自然
趋之若鹜而乐在其中。

“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
匮。”海南既要以“推赤心于天下”的诚
意，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
效的人才政策，也要以“周公吐哺”的
态度，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让
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真
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观察

既要重视“天边”也不能忽视“身边”
——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系列谈

本报评论员 金昌波 不经意看到一则小故事，莫名感动。暴风雨
后的海边沙滩上，有许多被浪花卷上来的小鱼。
一个小孩不停地捡起小鱼扔回大海。有人问：“这
里有成千上万的小鱼，谁在乎？”“这条小鱼在乎！”
小孩倔强地说着，捡起一条又一条扔回大海里。

在被时间拖拽、琐事磨耗的日复一日里，人们难
免脚步匆匆、盔甲厚重。究竟是什么如此具有打动
人心的力量？莫过于真、善、美。以真心为善行，变
善念为善举，善意的涓涓细流就会汇聚成美丽浩瀚
的汪洋大海。倘若总是将“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
路得人心”奉为处事原则，遇事总要在“值不值得”中
犹豫徘徊，一条条小鱼便会错失重返大海的机会。

一个社会的气质，是我们每个人精神气质切面的
总和。社会深刻转型期，一些“丑行”“恶行”的确暴露
出了“道德的盲点”，但一桩桩明辨人性美丑、善恶黑
白的事，让人们一次次被人格中闪耀的光辉照亮。

每一次痛心和焦虑的背后，恰恰说明善良并
未走远。“勿以善小而不为”既是中华民族流传千
古的道德训诫，也是照亮未来的精神之光。善行
并非高不可攀，善念之花结出善举之果，得益于每
个集腋成裘的凡人善举，以及坐而论道之后的起
而行之。即便有过流血又流泪的极端案例，有过

“传统美德正在变得模糊脆弱”的喟叹，但是崇德
向善之心不会失落，爱心筑起的道德高地不会失
守。只要薪火不灭，美德就会传承。

然而这种善意从心头传递到手头，对于许多
人来说却并非易事。面对地铁上站着的老人小
孩，明明动了让座的念头却最终选择视若无睹；面
对伸手的小偷，我们用沉默自保放任恶行。一次
次在键盘上赞颂着英雄壮举，却在真正的风险面
前悄悄藏起了心中那个本可以挺身而出的“超
人”。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盏“善”的小油灯，拨亮
它，你的身边才会亮起来、暖起来。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从来不是高高挂起的道德信条，它需要每个人用切
实行动诠释和维护。今年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实施的第17年，在中央文明办发起的“中国好人
榜”评选中，已有一万多人上榜。见贤而思齐，期待每
一次正能量的生发对于公众而言都是一次角色代入，
在或共鸣认同或反躬自省中将善意继续播撒。

当今社会，不少人总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成不
了撬动社会的杠杆。其实，给自己一份勇气，也就
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与其抱怨身边缺乏真、善、
美，不如迈开步子伸出双手，唤醒心里的小萌芽。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
侈浪费办婚礼等问题，民政部日前提
出，要全面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简约
适当的婚俗礼仪。

近些年来，一些人相互攀比，礼金
和彩礼不断走高，成为不少家庭不可承
受之重；婚宴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低俗
婚闹层出不穷……婚俗陋习不仅给人
们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
也给社会文明画上了不光彩的一笔。

婚俗陋习，影响恶劣，一改“旧
俗”，势在必行。但移风易俗绝非易
事，这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推动。如
各地政府可以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
用，通过农村“红白理事会”、村民公约
等途径来对婚俗陋习进行规范；广大
媒体可以积极宣扬婚俗新风尚，倡导
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特色突出、文明
节俭的婚礼形式，批评婚俗陋习，引领
社会婚俗新风尚；婚姻当事人也应积
极摒弃婚俗陋习，勤俭节约办婚礼，让
婚礼“低调、有内涵”。

婚俗陋习应摒弃

没有“两把刷子”的“水货”高新技
术企业，要被“打回原形”了。北京、湖
北、浙江等全国多个省市均已启动对
当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实地核查并将及
时公布核查情况。

近年来，为了推进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各地都出台了不少针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应该说，高新
技术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引
领、推动作用不可低估。

然而，在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中，有多
少是货真价实的高新技术企业，又有多
少是披着高新技术“外衣”的假冒高新技
术企业？这显然也是值得分析探讨的问
题。目前，不少企业缺乏高新技术资质，
更谈不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的就是
通过形象“包装”，然后打上高新技术的
标签，在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忽悠
社会、忽悠大众。这种做法，显然属于不
正当竞争，甚至有弄虚作假之嫌。

据报道，今年以来，北京市对“高
新”资质认定实行了严查措施，也就是

说实地核查，对于公司不符合“高新”
硬性指标的一票否决。另据业内人士
称，之前，一些文创类、食品类、建筑类
企业通过“专业包装”都能成为高新技
术企业，享受到国家优惠政策。而政
策收紧后，一些代办机构已经不能再
接这样的业务了。这说明之前政策较
为宽松，一些不合“高新”资质的企业
已经混入到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当中。

高新技术企业的名号，不应该是“自
封”的，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当是行业产业乃至
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必须具
有引领性、示范性、持久性，那些粉饰包
装、昙花一现的企业，都不应当享有高新
技术企业的名号和待遇。基于此，笔者
以为，必须将“水货”高新技术企业“打回
原形”，以保证高新技术企业队伍的纯
洁，防止一些不具备高新技术资质的企
业从中滥竽充数。同时，还应堵住一些
冒牌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违规手段骗取国
家优惠政策的漏洞，使得高新技术企业
群体中，真正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摘编于12月3日《湖南日报》）

唐卫毅

陈冬丽

刘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加强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

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海南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积极履行全省退役军人自主就

业创业的服务管理工作，努力协调扶持退役

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取得积极成

效，受到各方面和广大退役军人的高度评

价。继在三亚市成功举办南部战区退役老

兵及随军未就业家属就业招聘会之后，定于

2018年 12月 7日再次举办海南省退役军人

专场招聘会，真诚欢迎各用人单位和退役军

人莅临。

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各用人单位和

退役军人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双向选择的平

台，让我省军队退役军人能够利用自身丰富的

工作经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在自主就业创业

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一、活动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8年12月7日（周五）下午

14:00-17:00

（二）地点：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

盈滨半岛永庆大道西海岸大酒店

二、活动组织

（一）主办单位：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二）承办单位：海南南国人力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海口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海南省职业指导行业协会、海南人才招

聘网/58同城

三、参会方式

（一）企业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2月4日

（报满截止）

（二）企业报名提交材料清单：

1、企业最新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公

章）、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扫描件或清晰图

片。

2、招聘简章须使用word文档编辑发送至

邮箱1565157941@qq.com，逾期或未按要求提

供报名材料者将不予安排。（招聘简章含企业

简介、招聘职位、薪酬福利、联系方式等，共计

不超过300字）。

（三）企业报名结果公布

12月5日在海南人才招聘网微信公众号

会公示筛选中的企业名单。

（四）退役军人请带转业证、自荐材料及3

张个人免冠2寸照片前来应聘。

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均免费入场，欢迎踊跃

参加。

企业参会咨询电话：18689655873

15008983335

求职者咨询电话：18976678296

http://www.hnrczpw.com

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办2018年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