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2017年2月14日 星期二4

连续公开控费数据，可以让老百姓看明白各家医院到底有没有

真正在控制费用，用“脚”来投票选择医院

为控制药品虚高价格，湖北省在武汉、襄阳、鄂州三个城市实行药

品带量采购试点，预计3市54个品规的药品降幅将达到25%左右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落

实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中

二孩及以上占比已逾四成。其

中，既有高龄产妇宁愿冒风险

也要“拼二孩”，还有育龄妇女

由于经济成本高、职场压力

大、缺乏家庭支持等原因，不

敢生、不愿生。因此，切实减

少群众的后顾之忧，使生育政

策调整发挥应有的效应已成为

亟待解决的难题——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李 瞳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二孩经

济”概念越来越火。专家测算，今后几年

我国生育水平将继续提高，每年由于政

策因素净增人口会在 300 万以上。300

万娃娃的生育、医疗、教育、消费需求集

中释放，这一大蛋糕的年市场规模保守

估计也在千亿元级别，这还没算上“二孩

经济”在房地产、家用汽车等方面巨大的

连带效应。

蛋糕看得到，并不代表一定能吃得

了。与“一孩”相较，“二孩经济”有其特

殊性。首先，“二孩”消费需求更加多元

化。由于都是“过来人”，“二孩”的父母

在消费需求上更有经验，缺乏创新的产

品与服务，已难以满足他们的期待。其

次，“二孩”消费品质更加高端化。很多

家庭都是在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生“二孩”

的决定，这些家庭往往“不差钱”，在消费

上更加“高大上”。最后，“二孩”消费场

景更加个性化。在移动互联网日益普

遍、支付方式更加安全的背景下，随机消

费、订制消费等更加凸显。

“二孩”不只是“第二个孩”，它意味

家庭消费思维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与升

级。面临这一巨大机遇与挑战，意欲在

“二孩经济”蛋糕中分得一块的投资者、

企业家、服务商，要认清上述变化，在供

给侧上多下功夫，在客户细分上多花心

思，在产品品质上多练内功，在营销渠道

上多做文章，以更优质、更个性、更创新

的产品和服务，在“二孩经济”的激烈竞

争中，博得头筹，抢占先机。

“二孩”蛋糕看得到更要吃得了
郭存举

“要不要再生一个”，无疑是春节期
间最为高频的话题之一。这不，在北京
工作、家中大娃不满 5 岁的小胡，就在春
节被家中长辈催生二胎了。“我是要二胎
呢，要二胎呢，还是要二胎呢”，成为了他
近期的口头禅。实际上，有这种纠结的
远不只他一人。

2016 年是全面二孩政策落实的第
一年，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开启了“四口之
家”模式。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因为经
济、身体、年龄等原因，依旧徘徊在“生与
不生”之间。“全面二孩”后，民众生育观、
家庭观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怎样才能让
更多的家庭愿意生？在让符合政策条件
的家庭“生得起、生得出、生得好”方面，
有关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就这些问
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展开了一
番深入采访。

出生率稳定增长

“2016 年是实施‘全面二孩’的第一
年，也是实施单独二孩的第 3 年。根据
国 家 统 计 局 1‰ 抽 样 调 查 数 据 推 算 ，
2016 年全年出生人口达到 1786 万人，生
育水平提升到 1.7 以上。”国家卫计委计
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这
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
合、符合预期。同时，在育龄妇女减少的
情况下，出生率仍然保持稳定增长的态
势，说明政策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不过，由于近年来养育子女的成本
不断增加，许多家庭再生育的决策受到
影响。杨文庄表示，根据国家卫计委
2015 年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因为经济负
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
二 个 子 女 的 分 别 占 到 74.5% 、61.1% 、
60.5%。“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二孩提
高用人成本，就业歧视问题也有所显
现。一些地方对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
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
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的
顾虑。”杨文庄说。

此外，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人群中，
三分之二为 35 岁以上的女性，高危妊娠
风险让很多女性不愿再生育，也给我国
产科急重症救治能力带来了很大挑战。
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副院长、妇

产科主任米鑫介绍，该院产科分娩量占
北京顺义区的 70%，2016 年该院新生儿
分娩达 8000 多例，比往年增加一倍多。
记者在该医院产科区域看到，由于待产
孕妇太多，走廊上也支起了多张病床。

“2016 年顺义妇儿医院建档在册高危孕
产妇的比例占到 60%以上，往年这一比
例只有 20%至 30%。”米鑫说。

让“建档难”不再难

面对“二孩”“建档难”、高危孕产妇
增加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专家呼吁，
通过整合孕前、孕期、儿童保健内容，加
速调整扩增助产服务资源，着重提升危
重孕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等。

“产科一床难求现象集中在一些大
城市，尤其是在三级医疗机构。我们强
调要求各地在充分摸清现有资源的基础
上，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补齐短板，提升
能力。”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司长秦耕
说，“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对妇幼健
康体系建设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新
增 8.9 万张产科床位，争取达到一个区域
内每千分娩量 17张产科床位的目标。

“三级医院可以采用调整扩增的方
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挖掘潜力。”北京
妇产医院院长严松彪介绍，作为北京地
区唯一的三甲产科专科医院，该院通过
助产机构的科室间、科室内床位调整，尽
可能地扩增产科床位。记者在南院区现
场看到不少贴心的便民措施，门诊大厅
设立了北京妇产医院接诊专门导医台，
开设妇科患者就诊“绿色通道”，由专人
负责给患者介绍妇科就诊流程，为患者
排忧解难。

近来高龄产妇人群持续增加，北京
妇产医院范玲教授提醒，准备再怀孕的
妇女，应加强妊娠前咨询，补充叶酸，减
少妊娠合并症的发生等。高危孕妇应学
会自我监测胎动，出现胎动异常、阵痛等
情况须立即到医院就诊。建议妇女剖宫
产术后再次妊娠间隔 2年至 3年。

专家还建议，由于高危妊娠的孕妇和
新生儿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明显高于正
常妊娠，孕妇均应定期到医院检查，配合
高危妊娠的筛选。在减少高危孕产风险，
降低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方面，秦耕指

出，应依托产科儿科实力强和综合救治能
力较强的医疗机构，加快危重孕产妇和新
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健全危重孕产妇和新
生儿转诊、会诊网络，提升救治能力和水
平，确保急救“生命通道”畅通。

合力化解“不愿生”

针对符合政策家庭不愿生的问题，
政策还有哪些空间？“从发达国家经验
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要采取经济支
持、提供托幼服务等措施，还在女性就业
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进政策。但政策
实施效果一般有 5 年到 10 年的滞后期，
这提示我们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
加紧做、加快做。”杨文庄说。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相
关问题，明确提出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
系，鼓励按政策生育，由国务院 40 多个
部门明确分工，推动任务落实。主要包
括积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完善医疗、
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
加强妇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生育

免费服务制度，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供给
等等。此外，积极开展托育服务，大力推
进学前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均等化，开展
相关福利制度的政策研究，完善促进性
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业、休假
等合法权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据记者了解，相关部门正共同努力，
推进构建生育友好、鼓励群众按政策生
育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针对学前教
育资源不足，教育部将研究制订《关于实
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加
快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一步优化学前
教育资源配置；针对女职工权益受损，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严重侵犯女职工
合法权益的行为加大信用惩戒力度；全
国妇联制定办法，对存在性别歧视或严
重侵害女性劳动权益的单位，约谈主要
负责人，等等。

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三五”期间要关注群众在生育方面有
些什么困难和问题，切实减少群众的后
顾之忧，使生育政策调整发挥应有的
效应。

“全面两孩”实施一年生育水平升至1.7，但仍在正常更替水平线下——

给“全面二孩”落地再加把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吴佳佳

“感冒发烧了，医生只给我开了两天
的输液针，想多开两针都不行。医院正在
控制医疗费用、严查大处方。”在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门诊输液的患者赵女士对记者
说。

近日，一份《2016 年度湖北省部省属
医疗机构控费十项指标公示》在省卫生计
生委官网首页挂出，同济医院、协和医院
等 14 家大型医院的十项核心医疗费用指
标向百姓公开。这也是半年内湖北省第
三次向百姓公开医疗费用指标。湖北省
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张晋表示，公示的目
的是倒逼医院降低医疗成本，进而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2016 年，这 14
家医院门诊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住院病人
人均医药费用分别为 344.1 元、19599.23
元，同比下降 3.04%和 1.21%。患者平均
住院天数、医保患者个人支出比例也分别
下降了 0.22天和 4.21%。

据介绍，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确定的医
疗费用控制主要监测指标有 24 项，其中
10 项为公示指标。“这 10 项公示指标数

据能直接反映出患者的就医费用，也容易
让人看懂。”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处
长朱洪波介绍说，连续公开控费数据，既
能让老百姓看明白各家医院到底有没有
真正在控制费用，用“脚”来投票选择医
院；也让医院之间走上良性竞争的轨道，
从而更有动力降费。

控费指标公示之后，卫生计生部门还
对部省属、市、州医疗机构开展了控费专
项检查和“回头看”。湖北将控费目标实
现情况与公立医院基建投入、公立医院等

级评审准入、新增床位审批、设备购置投
入、重点学（专）科建设投入、财政拨款预
算安排等挂钩。对控费目标排名靠前的
医院予以优先考虑，对于达不到控费目标
的医院，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会同发
改、财政等部门根据情况核减或者取消资
金补助。

此外，湖北还同步建立问责机制，加
强医疗费用监测、排序和公开，对控费不
力的医疗机构和存在过度医疗行为的医
务人员，一经发现予以扣罚半年奖金处

理；再次发现调离临床岗位，扣罚一年奖
金；第三次发现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对存
在管理责任的院领导以及科室主任，也按
次数分别给予诫勉谈话、行政警告、扣罚
奖金直至撤销职务处分。

为控制药品虚高价格，湖北省在武
汉、襄阳、鄂州三个全国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城市实行药品带量采购试点，由试点城
市按照满足疾病防治需要、临床常用、可
有效降低患者用药费用负担等原则，遴选
3种 54个品规的药品实行带量采购，带量
采购结果在全省统一执行。预计 3 市 54
个品规的药品降幅将达到 25%左右。与
此同时，全省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正
加快推进，预计药品价格整体降幅将在
20%至 25%之间。

单看某一项费用下降，单纯推进某一
项改革，都不是治本之策。湖北将通过合
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深化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搭建信息
化监测平合、强化医疗服务监管等措施，
多管齐下，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看病不再
贵、不再难，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湖北倒逼控制医疗费不合理增长——

定 期 晒 账 本 看 病 不 再 贵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李权林

近日，云南丽江连续被曝发生“游客被打”事件，童话
作家郑渊洁更在微博上提出对丽江古城收维护费的质
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丽江旅游安全秩序的担忧。

针对这些事件，丽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丽江旅游环境整体上是安全的，发生游客被打事件
属偶发，希望广大网友不要偏听偏信，理性客观看待事件
本身。同时，该负责人说，针对丽江旅游发展薄弱环节以
及不规范问题，丽江市已经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出台
了《丽江市深入开展旅游行业整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工
作方案》，集中整顿包括不合理低价游、欺客宰客等不规
范现象，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深化行业协会改革，加
强行业自律，深化执法体制改革，加强综合监管。

其实，不只是丽江，很多旅游目的地也遭遇了类似的
问题。对此，不少旅游业专家表示，各级旅游监管部门要
主动作为，从源头入手，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特别
是对于那些反复发作、屡教不改的旅游乱象，要出重拳治
理，坚决将那些坑蒙拐骗、殴打辱骂游客的“害群之马”尽
早清除。

中青旅遨游网首席品牌官徐晓磊表示，云南旅游特
别是丽江旅游近些年一直较为火爆，此事发生在春节旅
游接待高峰期，更多还是个案，不宜当作普遍性事件看
待。但也要看到，在媒介传播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
况下，市场监管和经营主体亟须与时俱进，以更好地提升
服务品质，满足旅游者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

“打人”等方式造成两败俱伤。
徐晓磊建议，旅游纠纷多发的地方、景区，要未雨绸

缪，把各项工作做在前面，把隐患消除在游客到来之前。
目前，在旅游高峰期有效安排包括餐饮等服务要素，使旅
游实现理性、弹性配置，已成为市场监管者、经营者的共
同课题。比如，高峰期的客流管理，丽江古城应该依数据
实行适当调配；相关餐饮店每天的接待量也应在合理范
围之内，而不是超出服务能力的过度接待。只有从源头
上解决，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当然，要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离不开游客的
自律和对不文明行为的有效管理。我们希望所有的游
客，在旅游时，特别是旅游高峰时，能够从容淡定、不急不
躁，让旅游真正为我们带来美好的精神享受。”徐晓磊说。

丽江连续发生游客被打事件——

清除旅游业害群之马刻不容缓
本报记者 郑 彬

为 医 疗 器 械 装 上 安 全 锁
缺陷产品拒不召回或被吊销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