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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的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为 14 亿人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基本医疗保障网覆盖城乡，居民主
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
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就是医改是否取得成效
的“标尺”。

破解看病难
足不出户享受“健康管家”服务

走进新疆阿克苏地区依干其乡
绿水村村民托胡尼亚孜·巴热提的
家，烟熏火燎的灶台和旱厕已经不见
踪影，抽水马桶、洗手池等设施一应
俱全。

见到绿水村村医古丽克孜·阿合
曼，托胡尼亚孜主动说起自己的近况：

“最近我身体没啥大问题，就是这两天
有点发烧流鼻涕，可能是感冒了。”

古丽克孜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
帮托胡尼亚孜测了血压、血糖并听诊
问询。

2018 年 5 月，托胡尼亚孜突发
急病住院，这让还没脱贫的他犯了
愁：一次住院手术可能要花光自己
所有积蓄。出院结算时托胡尼亚孜
却发现，由于有针对贫困户的医保
优惠政策，这次住院他只掏了几百
元钱。

古丽克孜介绍说，对于像托胡尼
亚孜这样的贫困户，家庭医生每周都
会随访并做病情管理和记录，随时监
测健康状况，确保有病能够得到及时
救治。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即时
结算……我国已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保障范围，实行
倾斜照顾。

截至2019年底，我国贫困地区
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至少有1名
执业医师或助理执业医师，农村贫困
人口常见病、慢性病能够就近获得及

时救治。

剑指看病贵
出“实招”有效降低虚高药价

高企的药品价格，曾几何时是很
多重病患者“不能承受之重”。随着
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向虚高药价“动
刀”，一些救命药、“天价药”的价格明
显下降。

“每一个药品背后都关系到一群
患者，希望能尽自己最大努力，为他们
争取最佳治疗机会，让老百姓用得起
好药。”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代表、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
长许伟说。

基层一小步，国家一大步。从进
口抗癌药零关税，到国家药品集中采
购，再到一批“天价药”、抗癌药等被纳
入医保，有关部门打出组合拳，致力于
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

截至2019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障
体系覆盖人口达到13亿多，参保率稳
定在95%，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

用的比重下降到28.6%。

注重“未病先防”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
行动》白皮书。翻开白皮书不难看出，
围绕“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打通各项政策，是“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的生动实践。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人们渴盼将疫情防控中形成的
好做法、好习惯保持下去，各地也在
建立长效机制，促进“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加强

“未病先防”与中西医并重相关举措，
全方位全周期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

在北京，《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
案）》已进入审议阶段。结合疫情防控
经验，北京市拟将中医药服务纳入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机制，加强中医药应急物资、设
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将中

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北京市应急救
援队伍。

在湖北武汉，很多社区更加注重
健康知识的普及与居民健康习惯的养
成。在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仁和路社
区，出门注意戴口罩、垃圾随时清理、
吃饭用公筷公勺正成为社区居民生活
常态。

在湖南湘潭，家庭医生成为群众
健康科普的“引路人”。“家庭医生团
队通过微信、电话等形式，定期向辖
区内的居民传播健康知识。”湘潭市
雨湖区长城乡卫生院综合内科主任
谭新忠说。

在江苏镇江世卫镇，镇卫生院指
导居民以“圩”为单位建立约20人的
健康管理小组，定期开展自我健康管
理活动，卫生院定期派健康指导员进
行健康宣教。

随着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不断
增强，一条致力于让14亿人过上美好
生活的健康中国之路正在铺就。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记者
陈聪 黄筱 邱冰清）

始终把民意作为衡量医改成效的“标尺”
总书记推动的改革身边事·医疗改革篇 怎样完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

司法部向您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记者白阳）近年

来，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向第三
方购买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为进一步完
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司法部近日会同财
政部研究形成了关于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法律服
务机制的有关意见，并于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建议。

哪些部门可以购买法律服务？根据征求意
见稿，各级国家机关是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购买
主体。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承
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使用行政编制的群团
组织机关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法律服务的，参照
国家机关执行。

购买法律服务的具体范围有哪些？征求
意见稿明确，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法
律服务和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法律服务，可
以依法纳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指导性目录。
其中，第一种主要是政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基层依法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委托
律师等社会力量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
供的公共性、公益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法律
服务；第二种主要是政府委托律师等社会力
量提供的政府法律顾问服务及其他辅助性法
律服务，包括参与重大决策、重大执法决定合
法性审查，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
律意见等。

征求意见稿规定，实施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
部门负责将符合规定的法律服务事项纳入本部
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及公众需求等情况，按程序
及时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购买主体应当按照
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规定组
织实施购买活动。

有关人士可在2020年8月31日前，将意见
建议邮寄至司法部律师工作局或通过电子邮件方
式发至lsywc1005@126.com。

南京大屠杀史再添新证
新华社南京8月22日电 （记者邱冰清 蒋

芳）2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获捐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诉讼日
本右翼分子名誉侵权案代理律师谈臻的资料及
物品，包括“夏淑琴日本诉讼案”留影等。

“最珍贵的是当年陪同夏淑琴到日本应诉
的相关律师、纪念馆员工等的合影。照片中还
夹有当年日本友好人士的名片。这些可弥补
对这段历史案件的细节描述。”纪念馆馆长张
建军说。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
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在出版的两
本书中，夏淑琴等人被描述成“假证人”。
2000年，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
诉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针对夏淑琴在中
国国内的诉讼，日本被告东中野修道在东京法
院提出了反诉讼。

谈臻等人与南京律师援助团陪同夏淑琴赴
日出庭应诉。当夏淑琴站到日本法庭上，对方
突然撤诉，夏淑琴随后提出反诉。2009年，日
本最高法院就夏淑琴状告《南京大屠杀的彻底
检证》一书作者和出版社侵害名誉一案作出终
审判决，判定夏淑琴胜诉。期间，谈臻等与日本
友好人士及律师团一起，对日本右翼分子展开
法庭上的斗争。

在谈臻推动下，南京市律师协会和南京市法
律援助基金会于2017年共同发起成立“维护南京
大屠杀历史真相律师大联盟”，致力于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权益保护、南京大屠杀法律问题研究及推
动民间诉讼等。

2020年6月12日，谈臻因病离世。8月22
日，谈臻的家人将谈臻生前与“夏淑琴名誉案”相
关物品、与纪念馆相关资料及其个人相关物品等
无偿捐赠给纪念馆。

“对纪念馆来说，谈臻律师是一个有历史担
当的人。”张建军表示，几天前，又一位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去世，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剩73位。
历史的见证人在减少，纪念馆将在接受相关资
料、物品后成立专档，铭记谈臻的重要贡献。同
时希望更多的人能成为传承历史记忆、践行和平
行动的使者。

“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
顺利通过三峡水库

新华社武汉8月22日电（记者李思远 田中
全）实时水情显示，22日8时，三峡水库出现最高
调洪水位167.65米，随后逐渐转退。“长江2020
年第5号洪水”顺利通过三峡水库。

167.65 米也是三峡水库 2003 年建库以来
的最高调洪水位。17日14时，长江干流寸滩站
流量涨至 50400 立方米/秒，达到洪水编号标
准。“长江 2020 年第 5 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
成。此次洪水期间，三峡入库峰值流量75000
立方米/秒，最大出库流量49400立方米/秒，削
峰率为34.1%。

目前，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以及
上游干流来水消退，寸滩站水位已于22日8时退
至警戒水位以下。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出口控
制站水位上涨或波动。

水文气象部门预计，23日至26日，长江流域
自西向东还有一次移动性的降雨过程，强度为中
到大雨。其中，23日，岷江、沱江有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24日，金沙江中下游、三峡区间、乌江、清
江、澧水有中到大雨；25日，洞庭湖水系有中到大
雨；26日，两湖水系南部有中到大雨。请相关部
门和地区做好防范。

新华社广州8月22日电 在广
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2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主任段宇飞通报称，
广东最近发现的病例，与香港流
行毒株的病毒序列高度同源。

广东汕尾陆丰市8月14日报
告发生一起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截
至22日8时，本次疫情共发现1例

确诊病例，汕尾市报告；8例无症状
感染者，其中汕尾市报告5例，深圳
市报告3例。段宇飞表示，8例无症
状感染者都是在已纳入管理的密切
接触者等重点人群中发现的，均为
患者的同事或亲属。

段宇飞说，疫情发生后，广东迅
速开展病毒溯源分析，第一时间开
展病毒全基因组测序，采取5例感

染个案的鼻咽拭子样本，对其病毒
进行全基因组三代序列测定和分
析，发现这5例的病毒基因序列高
度同源。经与全球数据库中的近8
万条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比
对分析，发现这5例同属于香港本
地流行的HK1分支，与香港流行毒
株的病毒序列高度同源，同源百分
率达99.99%。

广东新冠感染个案
与香港流行毒株的病毒序列高度同源

8月21日，来自广东的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队员在赴港出发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全员抵港

据新华社广州／香港8月21日
电 继8月初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
援队”的10名先遣队员抵港后，其
余50名队员21日下午也来到香港。
他们将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开展核
酸检测工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当日12时许，广东省副省长张
新在广州市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
队”送行并授旗，支援队随后乘车出

发赴港。张新在作动员讲话时表
示，希望队员们尽快适应当地工作
机制，尽快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全面、
高质量地完成核酸检测任务。

出席欢迎仪式的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
任仇鸿表示，中央政府始终将全体
香港同胞的福祉放在心上。中央政
府派出支援队支持香港抗疫工作，

体现了中央和内地对香港的真诚关
心和支持，也体现了中央政府人民
至上、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

据介绍，7月初开始，香港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应香港
特区政府请求，在中央统筹部署和
指挥下，国家卫健委迅速组建“内地
核酸检测支援队”，赴香港开展工
作，协助特区抗击疫情。

聚焦疫情防控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在经历了二季度经济增长由
负转正之后，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
行继续保持稳定复苏态势，主要指标
继续回暖。不少海外学、商界人士日
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经济持续稳定复苏释放了积极信号，
为世界注入了强大信心，必将惠及全
球经济复苏。

数据显示，生产方面，7月份中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
增速与6月份持平；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3.5%，较6月份上升1.2个
百分点。需求方面，7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降幅比6月

份收窄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
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增长0.2%。

德国柏林伙伴经济技术促进公
司首席执行官斯特凡·弗兰茨克对
记者表示，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政府
采取的措施迅速有效且具备前瞻
性，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力控
制和降低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
响。相关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
向好发展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

“希望和积极信号”。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卢卡斯·瓜

尔达对记者说，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有
效应对新冠疫情、为各行各业提供了
持续有效的支持，消费正重新激活并

推动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紧密相连
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对全世
界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一些行业已经
率先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而开始复苏。

日本投资顾问公司日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发表报告说，数据显示中
国主要经济指标有很多改善。3月
下旬以来，随着经济活动重启，中国
经济持续复苏，工业生产已连续4个
月保持正增长。

得益于中国经济巨大的韧性和潜
力以及政府一系列支持稳定外贸的政
策，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形势好于预期，
7月份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6.5%，其
中出口连续4个月同比增长；外汇储

备稳定在3.1万亿美元以上。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

特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
对记者说，中国提出稳外贸、稳外资
意在减少外商投资壁垒，增加透明
度，保证外资企业享受平等待遇，回
应了外国投资者关切，是中国经济改
革的重要一步。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全球策略
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
琼斯对记者表示，中国不断强化优势
领域，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保
持强大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韧性，并保
持着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数据还显示，疫情冲击下，网络

销售、互联网教育、在线医疗等快速
发展，1至7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15.7%，发展新动能持续
增强。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
分析报告称，中国 7月经济数据表
明，中国经济复苏在继续，预计下半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上升趋势。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
尔盖·卢科宁说，中国政府针对疫情采
取的措施已显成效，中国经济正逐渐
复苏，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加快。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刘轶芳）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为世界注入强大信心

新华社台北8月22日电（记者
吴济海 傅双琪）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22日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废弃两岸
政治互信与共同政治基础，对外关系
向美倾斜，“联美抗陆”使得台湾卷入

“大国斗争”，这些正是让台湾濒临险
境的祸因。

马英九基金会当天在台北举办研
讨会，基金会董事长马英九在致辞时
作上述表述。

他指出，在“抗中保台”思维下，民
进党当局誓言降低对大陆的经济依
赖，砸重金推动“新南向政策”。但台
湾对大陆的出口依赖程度却不降反
升。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对大陆
（含香港）的出口比重高达42.3%，创
10年同期新高。“新南向”不进反退，
上半年对东南亚的出口比重仅占
15.8%，创10年同期最低。虽然当局
以补贴利率方式吸引大陆台商回台投
资，但上半年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增
幅却高达52.5%。他说，蔡英文当局
对大陆与东南亚的经贸政策，显然并

不成功。
马英九表示，今年是海峡两岸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署10周
年。当年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强烈
反对签署，扬言执政后要废止EC-
FA。蔡英文当局无法否认10年来
ECFA为台湾节省了2000亿元新台
币的关税，并增加台湾中小企业大量
出口大陆的机会。

他认为，在民进党充满意识形态
的经济战略下，台湾的经济安全日趋
恶化。

马英九表示，目前可能是数十年
来台湾最不安全的时刻，蔡英文“联
美抗陆”，把两岸从僵局变成危局。

他质问：为什么蔡英文宁可承受
战争风险，也不愿接受能促进和平、可
以避战的“九二共识”？

马英九说，四年来，蔡英文完全否
定“九二共识”。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现状就必须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九
二共识”已成为台海现状的一部分。
回到“九二共识”的正途，才是解决台
湾当前危机的根本之道。

马英九：

蔡英文“联美抗陆”
让台湾濒临险境

新华社台北 8 月 22 日电 （记
者傅双琪 吴济海）台湾机构和媒
体最新公布的两份民调显示，大部
分台湾民众支持两岸交流，支持两
岸友善。

台湾“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
22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4%的受
访者认为台湾应该注重与大陆维持友
善关系，仅15%认为应该与大陆“对
抗竞争”。

几天前，台湾旺旺中时公布的民
调也显示，58.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
两岸应加强交流。其中，20到29岁
的年轻群体中有72.4%的受访者力主
加强交流。

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内容，两岸
教育交流多年来在推动两岸民众特别
是年轻人之间相互了解上发挥重要作
用。今年以来，民进党当局以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为由持续禁止大陆学生来
台，日前，在宣布开放在读境外学生申
请入台检疫就学时，几分钟之内出现

“发夹弯”，改为独禁大陆学生入境，引
起舆论挞伐。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22日
举行的民调发布记者会上，该基金会
调查研究中心召集人陈松柏呼吁台
当局尽速开放在读大陆学生返回台
湾就读。

台北教育大学前校长庄淇铭表
示，当局这次急转弯宣布不开放陆生
入境的作为，是品德教育的最坏示
范，未来不只大陆，很多国家和地区
可能都会告知学生“台湾会欺骗人
家，恐怕没办法毕业，去那里念书没
有保障”，从而冲击台湾高等教育。

陈松柏表示，两岸维持友善关系，
创造互惠双赢是民众的普遍期待。

最新民调显示

多数台湾民众支持两岸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