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

13

２０11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五 责编：崔运宇 版式设计：阿伦 校对：张翅

医改 就是卖掉公立医院再重建？
江苏宿迁曾卖掉所有公立医院，如今又宣布重建，被指是在翻烧饼、走回头路
在江苏宿迁市近日召开的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推进会议上， 市委书记缪瑞林说：“
宿迁将建设一家三级甲等公
立医院。 ”这意味着，当年把所有公立医院改制成民营医院的宿迁，又有了新思路。 宿迁医改是在翻烧饼、走回头路
吗？ 为何要重新建设公立医院？ 与当初公立改民营一样，重建公立医院的构想引起了纷纷议论。

[关键词：艰难]
改民营“是被逼出来的”
2000 年， 宿迁以卖公立医
院开始卫生改革。 2003 年，该市
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人民医
院成为民营医院后，宿迁成为全
国仅有的全是民营医疗机构的
地级市。
谈起当初的改革， 宿迁市卫
生局局长葛志健给记者看了一份
该市医疗卫生改革发展的情况汇
报：“
2000 年， 宿迁可用财力 6.8
亿元，财政供养 11 万人，拖欠教
师、公务员工资现象普遍存在。政
府财力主要保开门、保吃饭、保政
府运转，无力投入社会事业，多数
乡镇卫生院处于‘投入少—运转
难—服 务 差—收 入 少 —运 转 更
难’的境况。全市拥有医疗卫生资
产总额 4.95 亿元，人均卫生资产
为 99.1 元，不到全省的 33%。 千
人拥有床位数只有 1.06 张， 是全
省平均水平的 43.1%。 ”

同时，医院的境况也很艰难。
葛志健说， 宿迁市卫生局做过调
查，改制前，全市 2/3 的医院运营
困难，职工工资都发不上，而大医
院又拥挤不堪，导致看病困难。
葛志健说， 宿迁当时的问题
来自于供需失衡。 宿迁医疗资源
严重缺乏， 要解决老百姓就医难
的问题， 就要增加医疗资源供方
的能力。
因此， 宿迁医改的总体思路
是，凡是老百姓需要、社会资本愿
意干的、有积极性有能力干的，尽
量让社会资本干， 实现办医投入
主体多元化。

[关键词：质量]
老百姓需求发生了变化
葛志健说，经过调研分析，老
百姓需求发生了变化，2000 年前
是总量问题，供给不足，现在是质
量问题， 优质资源不足。 今后 5
年， 宿迁的卫生工作思路和政策
措施已经作了调整， 由总量扩张

为主阶段逐步转移到以质量提升
为主， 总量扩张为辅，“从看得上
医生到看得上好医生”。
这可能正是宿迁规划建立三
甲公立医院的初衷——
—在基本解
决了看病难这个难题后， 随着改
革的深入， 宿迁和全国其他地方
一样，优质医疗资源依然稀缺。
葛志健给记者描述了这所医
院的蓝图轮廓：这是一所集医疗、
科研、 教学为一体的新型三级甲
等公立医院。“所谓新型，体制上
是全新的， 要建立现代医院制
度，法人治理结构，实行理事会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所有医务
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进行绩
效考核。 ”

[关键词:困扰]
对民营医院
“
以奖代投”
宿迁市下发的 《对接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已
经在 8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
在全国其他地方都已实施的

基本药物制度，对于宿迁来说，一
直是个制度性问题。“宿迁的医院
都是民营的， 不存在实行基本药
物制度的条件。”这个问题一直困
扰着宿迁。
在日前的卫生事业改革与发
展推进会上，宿迁市还对 17 家医
疗机构予以表彰奖励。 宿迁市代
市长蓝绍敏说， 奖励资金用于医
疗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政府如何加大对医疗机构的
投入？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这不是
个问题， 但对于只有民营医院的
宿迁来说，这是个难题。宿迁目前
的主要办法是“以奖代投”，由市
卫生局和市财政局组织专家，对
市区门诊部以上医疗机构及县区
二级医院进行综合考评， 对先进
单位予以奖励。
对于医改一直走在另一条路
上的宿迁来说，类似这样的疑问和
困惑，还将长期伴随；而要解答这
样的问题，更需要宿迁市委、市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智慧。（人民日报）

“
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追踪

陆良县
环保局

“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

在与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厂区相邻的小百户镇兴隆村委会，
曾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村民常小
乔告诉记者， 牲畜不敢放到江边，
很多村民莫名得病，30 多人得了
癌症。 只要是喝了江水的牛羊，要
么生病要么死亡。 2008 年，村委会
3000 余亩水田受严重污染， 根茎
腐烂、秧苗发黄直至死亡。
47 岁的兴隆村二组新村村
民王楼先的父亲患有肺癌。 2008
年， 家里获得了化工厂赔偿的
8000 多元，2009 年也赔偿了一部
分。“
我们整个村委会去上访了不
下 1000 多人次，陆良县环保局的
领导说：‘赔了钱了， 就不要追究
了。 ’”
陆良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
告诉记者，兴隆村委会共 3563 人，
通过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核实确
实有人死于癌症，但数字没有那么
多。 2002 年至 2010 年，经县级及
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的癌症病例有
14 人， 其中 11 人已经死亡。 14 人
中，患肝癌的有 6 人，其他还包括
淋巴癌、结肠癌、乳腺癌等；死亡时
最小的为 9 岁，最大的 77 岁。

[新华调查]

“铬渣致污”事件的背后
究竟还有多少疑团？
疑问一：
铬渣堆到底在江边堆存了多久？
就在南盘江边，陆良化工实业
有限公司堆放了超过 14 万吨的庞
大铬渣堆。 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汤再杨说：
“
2003 年收购这
个厂的时候，铬渣就在这里了，总
共 28.84 万吨， 工人们也都知道，
起码 10 年多了。 我们争取了两个
国家项目来处理这些铬渣，目前还
剩下一半没有处理掉。 ”
按汤再杨所说， 从 2003 年
算起， 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这堆庞大的剧毒工业废料铬渣
已经在南盘江边堆放了 8 年以
上。 而如果从 1989 年该化工厂
开始生产算起， 这里堆放铬渣
已 22 年。

在相关调查报告陆续公布后，网传的云南曲
靖“非法倾倒铬渣”事件看似告一段落。 然而，网
民有关质疑并没有停息， 他们不断发出疑问：危
险铬渣到底已经存放了多少年？“
癌症村”情况是
否属实？ 危险品到底该如何监管？

疑问二：
“癌症村”情况是否属实？
陆良县卫生局局长 马 国 生
说，2007 年有政协委员提出厂区
周边群众的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实际上， 对这一片区生活的老百
姓，卫生部门一直较为关注。
陆良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
告诉记者， 兴隆村委会共 3563
人， 通过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核
实确实有人死于癌症。
云南省疾控中心一位专家表
示，非常关注铬渣致污事件，但调
查组没让省疾控中心介入。 虽然
此前也有报告显示， 珠江源的一
些村庄妇女健康问题堪忧。 至于
和珠江源的众多化工企业有无联
系，暂时无法定论。

婚姻法新解南京第一案

丈夫婚内屡出轨
妻子失一半房产
还有比这更巧、更悲剧的离婚案么？ 8 月 8 日星
期一开庭时， 江苏南京市民朱女士一方的委托律师
还在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条款主张丈夫高先
生婚后取得产权证的房产有妻子一半， 可过了一个
星期，就在一审判决下达前，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突然
落地，于是那套婚房与朱女士半点关系都没有了。
2007 年 4 月，朱女士和高先生通过公司内部
的网络相识， 而高先生对朱女士的欺骗从恋爱时
就开始了。 先是高先生隐瞒了自己曾有一次婚姻
的历史，然后就是在婚内屡次出轨，但朱女士考虑
到孩子的原因都忍了下来。 在确认丈夫的小三确
实生下了他的儿子后， 朱女士彻底失去了对婚姻
的信心，继而起诉离婚。
8 月 8 日下午，六合区法院沿江法庭，主审法
官在庭审总结时谈到， 高先生在婚后的两次出轨
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直接原因， 高先生应承担
婚姻破裂的全部责任。 离婚诉讼中朱女士要求分
割的主要共同财产是两人的婚房。 朱女士已经看
到了法院支持其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应予分割
的胜诉希望。
没想到，最高人民法院毫无征兆地宣布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8 月 13 日实行。 于是张磊律师收到了
高先生发来的短信， 这一次的短信语气很平淡：
“
请
转告朱女士，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7 条的规定，
打官司的婚房是我的个人财产，和她无关。 ”
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对本案具有约束
力，就算法官再同情原告朱女士，也不可能违法将
房屋的一半判给她。本案一旦一审判决，很有可能
成为婚姻法新旧司法解释规定冲突第一案。

■新闻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7 条：婚后由一方父
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
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
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人民网）

疑问三：
还有多少危险悬在我们头上？
据介绍， 我国是铬渣产生最
多的国家， 目前有铬盐生产企业
每年排出铬渣约 45 万吨，历史累
计堆存量已超过 400 万吨， 涉及
全国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41 家企业，其中有些企业已经破
产或关闭。 这些堆存的铬渣大多
露天放置，没有防雨淋、防渗漏、
防飞扬等防护措施。
在云南曲靖
“
非法倾倒铬渣致
污”事件中，铬渣运输、贮存监管缺
失，更没有“
转移联单”一说，即转
移危险废物前须报批危险废物转
移计划；经批准后，产生单位应当
向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领取联单。
（新华社）

■ “蛟龙”号凯旋
搭载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
新
闻 载人潜水器“蛟龙” 号 5000 米级海试团队的
速 “向阳红 09”船在完成历时 49 天，航程 1 万余
读 海里的海试任务后， 于 8 月 18 日顺利返回江
苏江阴苏南国际码头。

（新华社）

副县长
“艳照门”系网友捏造
近日，一则
“
宁陕县副县长与女干部艳照”
的帖子在网络上引发多方关注。宁陕县政府工
作人员 17 日回应称，照片系伪造。 （西部网）

“骗官书记”王亚丽二审败诉
备受社会关注的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
副书记王亚丽等人职务侵占、行贿一案有新
进展。 河北衡水市中级法院 18 日二审作出
裁定：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王亚丽等人的上
诉。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