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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 10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听取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
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会议。

今天的全体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6 人，
出席 2936 人，缺席 50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从六个方面
报告了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一是依法惩治
刑事犯罪，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是妥善审理经济领域各类案件，依法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努力践行司法为民
宗旨，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四是深
化司法改革，不断改进审判工作运行机制；
五是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法院队伍
整体素质；六是重视基层建设，着力打牢人
民法院工作基础。

关于 2013 年工作安排，王胜俊说，各级
人民法院要重点抓好六方面工作：第一，努

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第
二，更好地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第三，大力加
强司法公信建设；第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
制机制改革；第五，全面加强队伍建设；第
六，更加自觉地接受各方面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从七个
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检察工作：一是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
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三是依法惩治犯罪，积极化解矛盾，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四是深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
罪，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五是强化对诉讼活
动的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六是强
化自身监督，保障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七
是强化检察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提高
整体素质能力。

曹建明从五个方面报告了今年检察工
作主要安排：一要着力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二要积极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三要积极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四要积极推进反腐倡廉
建设；五要积极推进过硬队伍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请审议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议案指出，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要求深
化行政体制改革。根据党中央部署，经深入
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反复比较论证，形
成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请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马凯向大会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的说明。马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国务院机构经过六轮改革，形成
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
架构和职能体系。同时，现行行政体制仍存
在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地方，国
务院部门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职责分工、
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
题，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机制
特别是职能转变加以解决。

马凯指出，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
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
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
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
事后监管。这项任务更加艰巨、更为复杂。

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实行
铁路政企分开，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组建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和人民健康水平；组建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提高食品药品安全质量
水平；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促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繁荣发展；
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推进海上统一执
法；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完善能源监督
管理体制。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
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 25个。

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包括六个方面的
措施：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二是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
会事务中的作用；三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四是优化职能配置；五是改善
和加强宏观管理；六是加强制度建设和依法
行政。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陈昌智
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王三运、苏荣、汪
毅夫、张宝顺、张毅、夏宝龙、殷一璀在主席
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听取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

新医改启动以来，取得的成就引人瞩
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全民基本医
保体系初步形成，各项医疗保险参保超过
13 亿人，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并在基层医疗
机构实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这说明，我国医疗改革已迈出坚实步伐，

“病有所医”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来自医疗卫生系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以亲身经历见证了新医改成效。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
庄村村医马文芳说，“这几年的医改，让农
民有病敢看病、看得起病了！基层基本药
物零差价实施后，我所在的诊所，过去农民
输两瓶水需要 17 元到 18 元，现在只需 10

元左右，加上新农合可以报销一部分，农民
自己已不用出多少钱。”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
蒙医院副院长菊红花告诉记者，医改实施
以来，青海逐步实现了医保全覆盖，参合农
牧民就诊的报销比例不断增加，去年还增
加了大病医疗保障范围，目前已全面实行
从省到乡 4级医疗机构“先住院、后结算”的
新模式。

中国医改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受到
了广大群众的称赞，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组织的民意调查显
示，城乡居民对基层医改的满意度达到了
87.7% ， 其 中 农 村 居 民 满 意 度 达 到

89.1%。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认
为，“虽然世界各国的卫生体系都在变
革，但是中国医改的步伐超过了任何一个
国家”。

然 而 ，很 多 群 众 仍 然 感 到 看 病 就 医
“难”。“一个星期通宵达旦地排队挂号，专
家５分钟就打发了。”一些患者时常表达这
样的不满。此外，近年来，医患纠纷多发，
卫生部统计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全
国医疗暴力事件陡增 70%。这表明部分患
者对医务人员不信任，整个医疗行业仍有
不尽如人意之处。

新医改的成效为什么会与群众的感
受存在差异？代表委员们也对此进行了

“把脉问诊”。
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零差

率”售药、取消药品加成，规定基层医疗一
般诊疗费原则上 10 元左右，医保报销比例
提高，大病医保扩容⋯⋯，一项项医改措施
的实施，减轻了群众看病负担，让人们看病
需求得到了释放。数据显示，新医改启动
后的 3 年来，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由
35.3亿增加到 62.7亿。

分析这一增长，不同医疗机构的诊疗
人次的分布值得注意。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王阶认为，

“看病难”主要表现为在城市大医院就诊
难、住院难、挂专家号难。（下转第三版）

“病有所医”正逐步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欧阳梦云

3 月 10 日，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亮相，一时万众瞩

目。这次机构改革以职能转

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国

务院现有组成部门减少至

25 个，进一步明确了“政企

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政社分开”的改革思路，也充

分展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的智慧与决心。

政 府 组 织 架 构 是 否 精

简、统一、高效，是机构改革

和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不

仅决定着政府职能配置和行

政效率，也影响着权力能否

规范运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多次推动政府机构改

革，初步建立了以宏观调控

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

政府组织结构框架，各级地

方政府的机构改革也在有序

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

但也要看到，我们在机

构改革和建设方面仍然存在

不少问题。比如，职能转变不

到位，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

情，一些该管的事情却没管

好，特别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提

供不足、社会管理比较薄弱。

又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

系，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再

如，一些机构职能交叉，政出

多门，人浮于事，相互掣肘，决

策效率难以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说，他

们审批一个项目，需要出147个文件，跑33个政府部门，

盖 205 个公章。这虽然只是极端的个例，但也足以说明

行政效率之低。对于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决不能简单地

理解为部门归并，其主旨在于通过减少部门数量，减少

不必要的行政职能，减少对微观事务的行政干预，更好

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

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

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而逐步深

化。比较 2008年的和此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可以

愈加清晰地看出，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职能”，要义在

“简政放权”。说到底，就是要向市场、社会放权，把应该交

给市场、企业、中介机构的事情交出去，政府则集中精力

抓大事。譬如经济调节，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跳出来，变

为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譬如市场监管，保证公平公正的市

场竞争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伤害群众利益；譬如公共

管理和社会服务，努力建设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

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市

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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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10日讯 记者王信川报道：中国人
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
1.0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28亿元。

数据显示，前两月社会融资规模为 3.61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1.59万亿元。

1.07万亿元
2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本报北京3月10日讯 记者王信川报道：中国人
民银行今天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 月份人民币
贷款增加 6200 亿元，同比少增 907 亿元；截至 2 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为 99.86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相关报道见13版）

6200亿元
2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回落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专电 （记者杨毅沉 华

晔迪） 下周（3 月 11 日至 15 日），沪深两市限售股解
禁市值规模环比降至 114 亿元，较本周明显下降。解
禁规模最大的中国南车，也仅有不到 30 亿元的限售股
上市流通。

114亿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市值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