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所参加改革的公立医院

南昌市第一医院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昌市第三医院
南昌市第九医院
江西省精神病院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南昌市精神病院
南昌市按摩医院

湾里区的南昌市第四医院
青山湖区的南昌市第十医院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南昌
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于日前公布。据悉，
9 月 9 日零时，南昌将全面启动城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所有参加改革的公立
医院将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

《方案》从七个方面提出 32项重点
改革任务，包括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
制、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推进公
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等。

在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方面，
南昌市要求，参加改革的公立医院全部
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将公立
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
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
府补助两个渠道，破除以药补医机制。

取消药品加成后患者将会得到哪
些实惠？

南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直
接实惠是患者用药会更便宜，特别是对
长期需要服药的患者，药品费用下降明
显；间接实惠为药品加成政策取消后，
药品费用不再是医院收入，而是支出，
医院会主动减少药品支出，患者有机会
用更多质优价廉的药品。

此外，南昌市将规范药品供应保障
制度，全面推行药品采购“两票制”，完
善药品耗材分类采购，推进药品供应保
障制度建设，挤出药品流通领域虚高水
分，减轻百姓负担。为推进公立医院人
事薪酬制度改革，南昌市将深化编制人
事制度改革，创新医务人员职称聘任和
评价制度，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制度，
改革薪酬分配制度，尊重医疗卫生行业
崇高地位和医务人员价值。

南昌市卫计委在解读《方案》时提

到，南昌市明确 11所市、区两级政府举
办的公立医院参加改革。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南昌部分城区
的公立医院前期已探索了其他改革方
式，有的参加了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
并取消了药品加成，有的参加了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还有的先行先试实施
了托管，所以未纳入此次改革范围。

确定南昌市本次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目标时，《方案》显示，到2018年底，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医药费用不
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卫生总费用增
幅与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幅相协调。
具体来说，通过改革，力争 2018年公立
医院药占比逐步降低至 30%左右，全南
昌市医疗费用增长幅度降到 10%以下，
全南昌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

60%以上；到 2020 年，总体上个人卫生
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 28%左
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

启动综合改革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南昌明年公立医院药占比降至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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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在我省即
将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之际，
又有好消息传来。9 月 7 日，记者获
悉，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财政
部、国家中医药局于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确定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首批国家级
示范城市和第二批国家级示范县的通
知》，将北京、上海、新余等 15 个城市
确定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首批国家级
示范城市。新余入选意味着我省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有了可推广、可复制的
改革经验。

从纳入第二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
联系试点城市，到入选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首批国家级示范城市，新余用了 3年

时间。自2014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我
省首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以来，新
余着力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缓解“供
需矛盾”，走出了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新路径。

此前，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
生委调研组实地调研后认为，新余把医
改当作民生工程的大事来抓，树立了中
小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典范。

据了解，从 2015 年 4 月开始，新余
市人民医院、新余市妇幼保健院、新余
市中医院市直3家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和 2016年，
在取消药品加成环节，新余为群众节约
药品费用6397万元。

谈及因医改省下的药费，年近八
旬的新余市民老彭深有体会。因患心
血管疾病，老彭近年几乎每两个月都
要去医院检查、拿药。翻看门诊费用
记录，老彭发现，去年，其门诊费用约
1880 元，2013 年约 2620 元，共节省约
28%的费用。

根据有关要求，公立医院改革国
家示范城市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分区域、分层次组建多种形式的
医联体。近年，新余已推动分级诊疗
制度建立。2016 年，该市基层医疗机
构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22%和 15%。

入选公立医院改革国家示范城市

后，新余在医改方面有哪些新计划？
新余市医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余将进行第三次公立医院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包括新钢中心医院和新余矿业医
院两家国有企业职工医院在内的所有
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在推进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
改革上，新余将加大基层人才引进力
度，采取县管乡用的办法，统筹管理乡
镇卫生院编制总量，在编制总量内适
当放宽年度用编计划。”该负责人介
绍，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新余
还拟采取综合措施，确保今年医疗费
用增幅控制在 10%以内。

我省加强鄱阳湖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本报讯 （记者陈璋）9月 7日，记者从省

住建厅了解到，我省将开展鄱阳湖蓄滞洪区
安全建设工程，规划设置安全区8处，新建围
堤22公里。目前，该规划的选址意见书正在
对外公示。

据介绍，鄱阳湖蓄滞洪区由康山、珠湖、
黄湖、方洲斜塘 4座蓄滞洪区组成，承担 25×
108 立方米的分蓄洪任务，是长江流域防洪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4座蓄滞洪
区抗外洪圩堤均已基本达标，但由于多种原
因，鄱阳湖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滞后，不能满
足防洪保安和蓄滞洪区发展经济的需要。
此次开展的安全工程，对提高整体防洪能
力，确保蓄滞洪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及流域
防洪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蓄滞洪区安全工程包括围堤、安全台、
圩堤涵闸、道路及桥梁、排涝泵站及分洪口
门等，规划设置安全区8处。其中，康山蓄滞
洪区 3处，分别为东西安全区、古竹安全区，
大塘安全区，新建围堤长度10.986公里，新修
涵闸8座；珠湖蓄滞洪区5处，分别为双港、团
林、四十里街，蒋家、铺田，新建围堤长度
11.203公里，新修涵闸 5座，新建排涝泵站 3
座。此外，还将加固围堤 2座，总长 15公里。
扩建转移道路 24条、总长 78公里，扩建桥梁
24座、扩建涵管67座。

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基地
我省2所高校被授牌

本报讯 （记者赵影）为务实推进红色旅
游创新发展，日前，国家旅游局授予南昌大
学、井冈山大学、南开大学、延安大学“全国
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基地”牌，加之去年
授牌的湘潭大学，全国有5所高校被评为“全
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基地”。

据悉，依托国内优秀高校，建立“中国红
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基地”，是国家旅游局
红色旅游的重点工作，旨在加强红色旅游人
才队伍建设，构建中国红色旅游的理论体
系、话语体系，提升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理论
研究水平，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
智力支持。

预计9月肉菜价稳中趋升
本报讯 （记者陈璋）日前，记者从省价

格鉴定监测管理局了解到，8月，我省猪价呈
现上涨态势，蔬菜价格走势平稳。随着 9月
开学季到来，预计两者价格都会呈现稳中上
升趋势。

猪价方面，毛猪收购均价涨至 7.29 元/
500克，与 7月底相比上涨 4.29%。鲜猪肉每
500 克平均零售价分别为：统装肉 12.19 元、
精瘦肉15.33元、排骨21.05元，与7月底相比
分别上涨1.41%、2.68%和1.45%。

蔬菜价格方面，我省列入监测的14种蔬
菜价格月环比7涨7跌，平均零售价格为2.56
元/500 克，与 7 月底的平均零售价格持平。
上涨的 7 种蔬菜中，包菜涨幅最大，上涨
20.57%，其他 6 种蔬菜的涨幅均在 7%以内。
下跌的 7 种蔬菜中，冬瓜跌幅最大，下跌
12.99%，其他6种蔬菜的跌幅均小于8%。

省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表示，9月随着
大中专院校开学，肉类消费需求会有所上
升，预计接下来一段时期会出现供需两旺的
局面，价格比较稳定。此外，蔬菜价格将保
持较高价位。

7家慈善组织获公开募捐资格
本报讯 （记者刘斐）近日，省民政厅社

会组织管理局举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证书颁发仪式。江西省慈善总会、江西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江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江西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赣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赣州市红十字博爱基金会，7家慈善组织
获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慈善组织申请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才能开展公开募捐。

目前，我省有22家全省性社会组织已认
定为慈善组织（21家基金会，1家社会团体）。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9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为推进南昌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日前下发《关于门诊诊察
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通
知》，本通知自取消药品加成之日起执
行，试行一年。

据了解，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职
工、城乡居民）参保人在本市辖区内纳
入江西省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南

昌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范围的定
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综合改革公立医
院）门诊就诊发生的门诊诊察费，根据
医院级别不同，分三个标准由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给予支付，其中三级综合改革
公立医院支付标准为13元/人·次，二级
综合改革公立医院支付标准为9元/人·
次，一级综合改革公立医院支付标准为
4元/人·次。

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职工、城乡
居民）参保人取得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
后，因门诊特殊慢性病在综合改革公立
医院门诊就诊时的门诊诊察费纳入参
保人门诊特殊慢性病年度额度内，由基
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支付标准支
付。门诊特殊慢性病年度最高支付额
度不足以支付参保人因门诊特殊慢性
病门诊就诊时的门诊诊察费的，由参保

人个人全额负担。各综合改革医院应
设立便民门诊，便民门诊统一为 3 元/
次，由个人支付。

结算方式为，基本医疗保险（含城
镇职工、城乡居民）参保人在综合改革
公立医院就诊时须刷卡就医。门诊诊
察费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部
分，由综合改革公立医院与各相关医疗
保险经办机构按月结算。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马上就能
住上新房了，刚选的就是我想要的户型。”9
月 2 日，在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堎中心
小学里的选房大厅内，第一个完成选房的
村民肖明生拿着新房钥匙领取单高兴地
说。当日上午，新建区乌沙河及其周边旧
城改造一期长堎村征迁户开始选房，7000
多户村民将喜圆回迁梦。

当日一大早，54岁的征迁户肖明生就
来到选房现场，选到了喜欢的户型和楼层
号。“之前的房屋没有规划，很多‘握手楼’，
环境也不好。”肖明生说。

长堎镇长堎村曾是新建区最大的城中
村，为改变旧城面貌，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乌沙河及周边旧城改造一期项目于2013年
启动。经过 4 年升级改造，曾经的棚户区
旧貌换新颜，一栋栋安置房矗立在乌沙河
旁。此次长堎村安置房屋面积 90 多万平
方米，涉及 7000多户村民。因涉及房屋总
量较大，这次长堎村安置房分配工作预计
在3个月内完成。

据了解，该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并征
询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意见、建议，在吸纳外
地好经验、好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
分房工作方案。此次分房工作将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阳光操作、全面
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征迁户尽快住进新房，
安居乐业，享受安全、舒适的市民生活。

本报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杨友明）
“找了 30多年，如今妈妈就在眼前，感觉像
梦。”9月6日，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梓口坊
村村民黄文说，母亲在他 13 岁那年走失，
是江西和福建两省志愿者爱心接力，让他
们母子团圆。

“8月 28日，有人说在瑞金城东发现流
浪老人。”瑞金市“文明瑞金”志愿者梅文
说。随后，梅文在“文明瑞金”微信公众号
发布寻亲启事，并附有老人照片和短视
频。8 月 30日，福建省连城县义工汤俊杰
看到启事后，发现老人有福建口音，于是联
系福建各地志愿者以及梅文，开始爱心接
力。志愿者们把启事发至微信朋友圈，发
动更多爱心人士寻找。

8 月 31 日傍晚，汤俊杰尝试在电话里
用连城方言与老人交流，老人用连城方言
称是朋口镇上桥人，弟弟叫傅马路。汤俊
杰等志愿者连夜到上桥村，得知有两人叫

“傅马路”，并排除其中一名。志愿者带视
频、照片等资料到另一名傅马路家，确认这
名老人就是其姐，叫童金梅，是他父母的养
女，嫁到明溪县，生有两儿一女。

经两地志愿者和福建当地干部协助，
9 月 3 日，黄文、黄武见到了母亲童金梅。

“31 年前，妈妈离家出走，我们苦苦寻找。
今天，赣闽两地志愿者把她送回，我们万
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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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居变新房

7000多户村民将回迁
赣闽传爱心

母子失散31年终团圆

南昌将门诊诊察费纳入医保

解

读

与京沪等15市成首批国家示范城市

新余树立中小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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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乡美容
9月6日，曾因铅笔画《留住胡同》系列作品享誉中外的宜丰籍北京画家况晗（左一）

在宜丰县城桂花社区义务绘制公益广告墙画。况晗一直希望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当
得知宜丰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时，况晗主动提出为社区义务绘制大型公益广告墙画。
受其影响，当地部分书画爱好者也加入义务绘画之列。 本报记者 胡光华摄

南昌鼓励大学生进工业园就业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近日，南昌市

出台《关于鼓励支持青年大学生工业园区就
业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据悉，
南昌市将给予到工业园区企业工作的青年
大学生为期 2年的生活补贴，其中硕士及以
上学历的每人每年 10000元，本科学历的每
人每年5000元。

据悉，《办法》所称青年大学生为毕业 5
年以内（含5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
以上毕业生；所指工业园区为南昌市属 2个
国家级工业园区，5个省级工业园区。

记者了解到，到南昌市工业园区企业工
作的青年大学生可在就业每满一年后申请
生活补贴。青年大学生在工业园区灵活就
业（含自主创业），可享受为期 2年的社会保
险补贴，其中自主创业或就业困难青年大学
生享受期限为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