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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4 个）
中国曲协“送欢笑到基层”文艺志愿

服务项目
中国文联“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

服务项目
中国文联文艺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摄协摄影曙光学校文艺志愿服

务项目

四、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

北京（4 个）
西城区天桥街道太平街社区“萤火

虫”志愿服务队
北京大学爱心社
顺义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
首都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
天津（3 个）
天津志愿服务联合会劳模分会
新兴街“阳光奶奶”志愿服务队
天津医科大学志愿服务团队
河北（3 个）
河北爱心救援队
承德直属志愿服务总队
河北省志愿服务基金会
山西（2 个）
临汾市老龄志愿公益协会
山西文博志愿者之家
内蒙古（2 个）
内蒙古妇女维权与心理咨询服务

中心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义工协会
辽宁（3 个）
大连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道民族社区

“九大妈”志愿服务中心
吉林（3 个）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长春市高新区“蒲公英”志愿协会
梅河口市农技协科普志愿者协会
黑龙江（3 个）
七台河市快乐义工志愿服务队
哈尔滨市法律志愿服务队
大庆市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
上海（5 个）
上海松江区扬志青年社工服务社
上海张心亚助残工作室
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闸北青苹果家庭关爱指导中心
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江苏（5 个）
常州市地方税务局 37°志愿服务队
南京市平安志愿者联合会
江阴市香山书屋志愿服务队
连云港市“连心电”志愿服务队
苏州市未成年人昆曲传播志愿服务队
浙江（4 个）
杭州市“微笑行动”志愿医疗队
绍兴市点亮一盏灯志愿者服务总队
嘉 兴 市 96345 社 区 服 务 求 助 中 心

（市党员志愿服务中心）
海宁爱心联盟
安徽（3 个）
淮北市李子明志愿服务队
合肥市供水集团“贴心小棉袄”志愿

服务队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蒲公

英”科学传播志愿服务队
福建（4 个）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晋江市公安局“厝边”警察志愿服

务队
厦门市海沧两岸义工联盟
宁德市“学习大军”网络文明志愿者

评论班
江西（2 个）
赣州市会昌义工协会
鹰潭市龙虎山上清古镇女子消防志

愿服务队
山东（3 个）

潍坊市国网潍坊供电公司“潍电义
工”协会

济南市济南时报泉城义工联络站
烟台市学雷锋爱心使者志愿服务队
河南（3 个）
洛阳市市直机关党员志愿服务总队
郑州市“老年雷锋团”
濮阳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湖北（3 个）
大别山支教团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
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
湖南（4 个）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长沙市出租汽车公司雷锋车队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湘潭市环境保护协会
广东（3 个）
广州市番禺区义工联助残部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爱心一族”

协会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志愿者服务总队
广西（2 个）
广西八桂义工协会
桂林市“周末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
海南（2 个）
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海口市妈妈训教团”志愿者队伍
重庆（2 个）
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

“莎姐”法律志愿服务队
四川（3 个）
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
绵阳市涪城区为乐志愿服务与研究

中心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五彩石”特色服

务队
贵州（2 个）
贵州阳光 952 爱心车志愿者服务

总队
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麻江服

务队
云南（2 个）
昭通市威信县湾子苗寨“代理妈妈”

志愿服务队
昆明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志愿服

务队
西藏（2 个）

“雪吉·格桑花”桑珠孜区志愿者服
务队

拉萨市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陕西（2 个）
西安志愿者协会
陕西曙光救援队
甘肃（2 个）
张掖市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
庆城县志愿者协会
宁夏（2 个）
固原市六盘山圆梦爱心协会
宁夏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

务队
青海（2 个）
海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
玉树州“红飘带”志愿服务队
新疆（2 个）
呼图壁县“阿同汗”志愿服务队
克拉玛依市乐龄社会工作服务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 个）
石河子白杨公益
头屯河农场老年志愿服务队
文化部（1 个）
中国美术馆文化志愿服务队
国家文物局（1 个）
中国国家博物馆志愿者协会
共青团中央（3 个）
中央电视台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两江名居公

租房社区市民学校志愿服务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 个）
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服务总队
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
中国文联（3 个）
浙江省文艺家志愿者服务总团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术团
中国残联（1 个）
中国孤独症家庭志愿者联盟

五、最美志愿服务社区（100个）

北京（4 个）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红庙社区
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翠林三里社区
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区社区
海淀区海淀街道三义庙社区
天津（4 个）
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
宁河区芦台镇光明新区社区
河西区东海街龙江里社区
南开区向阳路街昔阳里社区
河北（3 个）
石家庄市裕华区金域蓝湾社区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古城街道东城

社区
邯郸市丛台区人民路街道光明社区
山西（3 个）
大同市华北星城社区
临汾市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
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德胜街

社区
内蒙古（2 个）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

街社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建设街道亿利金

威社区
辽宁（3 个）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街道兴和社区
盘锦市兴隆台区锦祥社区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道红巾社区
吉林（3 个）
吉林市船营区北极街道岭前社区
长春市南关区鸿城街道东风社区
洮南市永康街道永电社区
黑龙江（4 个）
大兴安岭地区图强林业社区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五福社区
牡丹江市西安区火炬办事处利民

社区
大庆市让胡路区东湖社区
上海（5 个）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
徐汇区凌云路街道梅陇三村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
浦东新区东明社区
长宁区虹桥社区
江苏（5 个）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奥体社区
无锡新区江溪街道太湖花园第二

社区
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文昌花园

社区
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虹桥社区
苏州市姑苏区桂花社区
浙江（4 个）
宁波市海曙区南门街道澄浪社区
湖州市吴兴区月河街道马军巷社区
杭州市下城区灯芯巷社区
温州市松台街道菱藕社区
安徽（4 个）
淮北市相山区桂苑社区
马鞍山市花山区新风社区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
宣城市宣州区宝城社区
福建（4 个）
石狮市湖滨街道新湖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安社区
漳州市芗城区通北街道和平里社区
永安市燕东街道忠义社区
江西（3 个）
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金典社区
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下壕塘社区

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才都社区
山东（3 个）
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街道太平角

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惠社区
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办事处金都

社区
河南（4 个）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街道诚城社区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康桥华城社区
洛阳市涧西区重庆路办事处第二

社区
安阳市文峰区西大街办事处大寺前

社区
湖北（3 个）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中央花园社区
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路街道韩家沟

社区
湖南（4 个）
长沙市望城坡街道长华社区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文化路

社区
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
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街道杨树塘

社区
广东（4 个）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凤馨苑社区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文锋西社区
中山市小榄镇新市社区
广州市金花街隆庆社区
广西（3 个）
柳州市鱼峰区麒麟街道凤起社区
桂林市兴安县兴安镇城西社区
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
海南（2 个）
海口市龙华区金茂街道玉沙社区
三亚市天涯区机场路社区
重庆（3 个）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合建社区
北部新区康庄美地一社区
南岸区天文街道水云路社区
四川（4 个）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
绵阳市涪城区铁牛街社区
遂宁市河东新区灵泉街道香山路

社区
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街道西海岸

社区
贵州（2 个）
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河北井社区
黔东南州凯里市大十字街道和谐

社区
云南（2 个）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世纪半岛

社区
丽江市古城区七一社区
西藏（2 个）
拉萨市八廓街道丹杰林社区
林芝市八一镇白玛岗社区
陕西（3 个）
西安市雁塔区红专南路社区
榆林市神木县神木镇钟楼街道陵园

路社区
汉中市城固县城东社区
甘肃（2 个）
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路社区
嘉峪关市长城区新华社区
宁夏（2 个）
银川市兴庆区林湖左岸社区
泾源县香水镇百泉社区
青海（2 个）
海西州乌兰县城东社区
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龙泰社区
新疆（2 个）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天山路街道

西月潭社区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昌建社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 个）
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青湖南路社区
石河子市向阳街道二十二第二社区

几天前，紫光集团携手 TCL 在北京
启动规模百亿元的产业并购基金，打造
产业投资平台。由于该基金重点聚焦
TMT、工业 4.0、工业 2025 及“互联网+”
等行业的直接投资、并购，被业内视为中
国工业 4.0 和“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
事件。

“国际并购+自主创新，在国际并购
的基础上开展自主创新。”这是紫光集
团精准卡位、实现超车的诀窍。凭着这
个“撒手锏”，在集成电路产业“零起
点”的紫光，仅用 3 年，就通过超常
规、超大规模地快速形成产业集成，一
跃成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龙头企业，
站到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舞台”的
中央。

其实，搞技术出身的紫光集团董事
长赵伟国，一直在寻找介入集成电路领
域的机会。“国际巨头几乎垄断了芯片产
业的每个细分领域。从头搞基础技术研

发和孵化，所需时间漫长，很容易在创新
初期就被挤垮。最好的发展方式是‘国
际并购+自主创新’，先利用并购让自己
强大起来，再在股权合作的基础上搞自
主创新。”

2012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像往常
一样浏览国内外海量财经信息，展讯通
信闯进了他的视野。生产手机芯片、基
带芯片出货量全球第三、智能手机还在
增长⋯⋯“那一瞬间，我知道展讯是可以
收购的。”2013 年 12 月稳准狠地拿下展
讯后，紫光又一鼓作气收购了展讯的竞
争对手锐迪科微电子，坐稳中国手机芯
片公司的第一把交椅。

以此为起点，喜欢军事和历史的赵
伟国，带领着他的紫光集团一路攻城略
地：收购“新华三”成为中国排名第一、世
界排名第二的网络产品与服务领军企
业；签约拟入股台湾力成、南茂等封测巨
头企业，全面构筑从“芯”到“云”的信息
产业生态系统⋯⋯像一头下山猛虎，搅
动全球产业界。

自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紫
光用于芯片领域并购的资金总额突破
120 亿美元。伴随着收购，英特尔、惠

普、微软等业内巨头与紫光形成股权合
作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构筑
了“芯—云—网—端”信息产业生态链。

在紫光，国际并购和自主创新是推
动集团科技发展的两条“腿”，交错前
进。紫光集团以人才、技术、资本、资源
的有效整合，让融入其中的企业迸发出
惊人的创造力。

北京学知桥西北角，致真大厦 B 座
紫光集团芯片产业总部，展讯和锐迪科
在京设计团队汇聚于此。展讯集中力量
在手机芯片领域深耕细作；锐迪科则致
力于物联网芯片的研发。曾经你死我活
的竞争对手，如今协同创新。“手机芯片
领域，我们的排名没有变，但市场份额增
加了。”谈到并入紫光后的变化，展讯通
信市场部高级总监张晨光表示，“客户和
产品布局更高端了”。

以展讯为例，去年 4 月，展讯发布
了 4 核 5 模 移 动 通 信 SoC 芯 片
SC9830A；今年 1 月推出中国首款搭载
可控芯片及操作系统——紫潭；2 月推
出首款 16nm 高性价比 LTE 产品，全面
发 力 全 球 4G 中 高 端 智 能 手 机 市 场 ；
2015 年，展讯和锐迪科总计向全球手

机制造商提供 6.5 亿套芯片，全球市场
占有率约 27%。

2015 年，紫光集团预计达成销售收
入 520 亿元人民币，资产总额超过 1000
亿元，合并净资产超过 210 亿元，税后利
润总额 40 亿元。集团拥有专利 1 万多
项，40%的高管和核心技术骨干为外籍
身份。

2016 年，紫光立志重点填补我国存
储芯片的空白。芯片制造属尖端制造，
技术和制造工艺都非常重要，特性就是
高科技、重资产、国际化。“在这个市场作
战，得拥有重量级武器，存储就是这样

‘技术+制造’的重量级领域。”去年 11
月，紫光接盘同方国芯后，立马募资用于
存储芯片工厂、对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公
司的收购。

未来 5 年，紫光在继续发展移动通
信芯片的同时，重点投向信息存储芯片
和存储器领域，掌握信息安全完整产业
链中最先进最核心的技术。紫光的目标
是，集团涉及的芯片相关技术领域，跻身
全球前三，最差要进入前五。“如果这是
一场马拉松，42 公里路程，我们刚跑完 5
公里。”赵伟国说。

（上接第一版）

改革成效明显。群众个人自付费用不但没有年年高幅
增长，反而下降。“原来小病就耗着，生个大病就把整个家庭
拖垮了。现在不怕上医院了。”在三明市尤溪县医院，一位
张姓患者说。

“三保合一”系列改革 医保基金安全高效

三明的医改既有动力，也有压力。“改革前，医保基金已
经收不抵支”，三明市财政局副局长张煊华坦言，2010 年职
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 1.44亿元，2011年收不抵支 2.08
亿元，财政无力兜底。

詹积富表示，改革医保管理体制是确保医改顺利推进
的关键环节。发挥好医保的杠杆作用和监管作用，才能控
制虚高的药价，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三明市在全国率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
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成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由此
解决长期以来几个部门分别经办造成的重复参保、政策执
行不一致、管理成本较高、资金使用效益低等问题。

同时，三明市将药品集中采购职能并入医保管理中心，
医院向医保中心报送临床用药需求目录，医管中心负责统
一采购和结算，彻底解决了医院、药品供应商、医保机构之
间长期解决不了的“三角债”关系。

另外，三明市还改革支付方式，实行医疗费用总额控
制；推进单病种付费改革；实行次均费用限额付费；实行按
床日限额付费制度；实行医保基准价格制度；实行差别化的
报销补偿政策；实行中药全额报销；建立医保谈判机制；建
立医院周转金制度。

一系列改革，效果立竿见影。据张煊华介绍，全市城镇
职工医保在赡养比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医保基金扭亏为盈，
2015 年结余达 12996.8 万元；城乡居民医保平稳运行，
2015年结余 8912万元。

医保基金有积余，群众医保保障水平相应提高。张煊
华告诉记者，三明市不仅提高了基本保险最高支付限额，而
且实行门诊统筹报销制度，并且实行第三次精准补偿，大大
减轻患者负担。

医务人员待遇提高 参与医改积极性高

医改的主体是公立医院，主力军是医务人员。“刚开始
有一些不理解，现在干得既有尊严，收入又提高了。我们医
务人员积极性都很高。”三明市将乐县医院院长廖冬平说。

长期以来，由于医院的逐利性，患者和医务人员关系紧
张，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三明市建立了一套包括 6 大类 40
项的院长考评体系，并对医院工资总额核定办法进行改革，
建立了新的薪酬制度。

根据三明市医改制度安排，实行院长目标年薪制、医
生目标年薪制、全员目标年薪制，切断院长与医院之间的
利益联系，将原来医生收入与科室收入挂钩改变为按工作
量分配，有效遏制医生“开发病人”“制造病人”的创收
冲动。

包著彬说，这些做法体现了薪酬向医技人员倾斜，向一
线人员倾斜，体现了薪酬发放公平公正公开，充分调动医务
人员积极性。

另外，三明市在医院总收入增长幅度控制在 8%左右的
情况下，先后 5 次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提高医院的医务
性收入占比，转化为公立医院的合法收入。

包著彬举例说，譬如三级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主任医
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分别提高到 48 元、38
元、28元、18元，由医保基金统一报销 18元。

经过改革，三明市的医务人员收入待遇大幅度提高。
2011 年全市 22 家公立医院工资总额为 3.82 亿元，2015 年
增长至 8.95亿元，改革 4年工资总额翻了一番多。

“2014 年，将乐县临床医生年薪平均为 9.1 万元，护士
为 7.8 万元，而医改前的 2011 年，两者分别只有 5.4 万元和
4.8万元。”廖冬平说，同期医院还引进了四五名医疗人才。

“医改是硬骨头，三明市 4 年的医改实践证明，可以啃
下来，还可以啃得好。” 詹积富说。

文/新华社记者 沈汝发

（新华社福州 2月 26日电）

将国际并购与自主创新相结合——

紫光集团：站到集成电路产业“舞台”中央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医改在三明落地、扎根、开花，靠的是什么？三明走的

不是“抢帽子”、争政策要资金、搞项目的路数，靠的是扎实

的调查研究，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针对基层群众所思、

所想、所盼对症下药，让改革接地气、见实效。

问题导向是三明医改成功的关键。三明市直击政府管

理体制不顺、药价虚高、医保多头管理、重复参保等乱象，推

动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整体改革。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部门勇于担当、敢于切断药品耗材流通利益链条；“三

保合一”，提高基金使用效益；规范医疗，纠正医务人员不正

确行为⋯⋯拳拳着力在民生痛点上，对改革中遇到的利益

难点不避讳、敢下刀。

三明医改为全国医改积累了经验，应发挥好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把三明的经验上升为制度成果。各地区各部

门应学习三明医改的担当精神、敢闯精神，既当改革促进

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扭住关

键、精准发力，直到抓出人民满意的改革成效。

文/新华社记者 刘 旸

（新华社福州 2月 26日电）

如何啃下“医改”硬骨头

为三明医改经验点赞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2月 24日上午，云南省十一个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分别在曲靖、楚雄、大理、怒
江等地开工建设。

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制约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瓶颈”。2015 年，云南省提出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
网、水网、互联网等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五年大会战”，
计划 5 年内在交通等“五网”基础设施方面实施项目 565
项，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

据介绍，2015 年，云南“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共完成投
资 2834.82 亿元，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大会战有了好的
开头。今年，云南五大基础设施网络中确定开工的项目有
156 项，其中，路网 31 项，航空网 9 项，能源保障网 9 项，水
网 87项，互联网 20项。

云南基础设施“五网”建设集中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