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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改实施2个月以来，各大医院总药占比降为36.6%，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87个百分点

医生不再是为药厂打工的人，而是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服

务来获得收益

医改实施 2 个月以来，各大医院总药占比降为 36.6%——

北京医疗机构收入未现普降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通讯员 姚秀军

北京医改，牵动人心。自 4 月 8 日
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启动后，不断有传言
称北京医院收入普遍下降，医务人员对
薪酬待遇等表示不满。“北京医改实施 2
个 月 以 来 ， 各 大 医 院 总 药 占 比 降 为
36.6%，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6.87 个百
分点。”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高小
俊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北京没有出
现医改启动后大医院收入普遍下降的现
象。“如果医改使医院收入普降，那么
就说明改革政策设计是失败的。”

从 4 月 8 日至 6 月 2 日，北京市对
373 家三级和二级医院、部分一级医院
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改进展作了监
测。结果显示，监测单位总门急诊量超
过 2000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8.46%，三级医院总门急诊量与去年同
期相比减少 12.58%，二级医院总门急
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4.54%，一级
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总门急诊量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6%。北京卫计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改革以来，北京分级诊
疗的态势逐渐呈现。

针对患者较为关心的看专家门诊难
问题，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统
计数据显示，监测单位门诊普通号就诊
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7.58%。其
中，副主任医师就诊人次下降 9.3%,主
任医师就诊人次下降了 20.8%,知名专
家就诊人次下降了 14.8%，看专家难的
问题总体有缓解的迹象。在出院人次方
面 ， 监 测 单 位 总 出 院 人 次 为 51 万 人
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0.24%。对
此，北京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出院
人次数量变化不大，说明医改没有对住

院患者的诊疗产生影响。
4 月 8 日启动的北京医改，取消了

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并分级设
立医事服务费。同时，有升有降地调整
435 项医疗服务价格。此外，超 7000
种药品全部执行阳光采购后的最新价
格。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医改实施以来，医疗费用总体平稳。监
测单位门急诊次平均药费与去年同期相
比减少了 6.38%。公众关注度较高的药
占比问题同样符合预期。

在医事服务费按级上调、药品总收

入大幅缩水的情况下，公立医院是否仍
能平稳运行？北京妇产医院党委书记陈
静告诉记者，作为原本用药量较小的医
院，在本轮医改当中，北京妇产医院受
益较大。取消挂号费和诊疗费并设立医
事服务费之后，医院收益略有提高。门
诊医疗收入从 2016 年 5 月份的 5414 万
元到 2017 年 5 月份的 5938 万元，增幅
达到 9.68%；住院医疗收入从 2016 年 5
月 份 的 2424 万 元 到 2017 年 5 月 份 的
2660万元，增幅达 9.73%。

北京妇产医院在医院收益提升的同
时，患者门诊次平均费用增幅却在放
缓，这源于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用药
合理，减轻了患者负担。本轮医改着重
要求医疗机构加强精细化管理，跟随改
革的“指挥棒”，北京妇产医院在 6 月 1
日通过了新版绩效分配方案，新版绩效
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工作质量、工作效
率、成本控制、年度专项四个维度。

“医生从此不再是为药厂打工的人，而
是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来获得
收益。”陈静说。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长知识长知识！！粮食产量是这么算的粮食产量是这么算的

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损害的

不只是生产者的利益，更会影响消

费者的日常生活。因此，需进一步

提高信息预警准确度，构建全产业

链上各种农产品供求预警系统。

并加快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尽快

改变大而不强、低端同质竞争的现

状。这样才能让生产者有赚头，让

消费者得实惠——

近期不少大宗农产品价格走低，其中蔬菜价甚至跌破采摘成本——

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须诊脉给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前 5个月有多名赴境外游客不幸遇难

出游在外安全意识需加强
本报记者 郑 彬

农业部近日宣布农业部近日宣布，，今年夏粮又丰收今年夏粮又丰收。。从统计的角从统计的角
度来看度来看，，判断粮食是否丰收判断粮食是否丰收，，产量是关键指标产量是关键指标。。那那
么么，，我国的粮食产量是怎么得来的我国的粮食产量是怎么得来的？？门类繁多的农业门类繁多的农业
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又是如何统计的呢又是如何统计的呢？？

黑龙江网友悠悠白云边黑龙江网友悠悠白云边：：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

是一斤一斤地称出来的吗是一斤一斤地称出来的吗？？

主持人主持人：：我国地大物博我国地大物博，，农林牧渔业的统计也非农林牧渔业的统计也非
易事易事。。单说我们听到最多的粮食产量单说我们听到最多的粮食产量，，20162016 年粮食产年粮食产
量量 6162461624 万吨万吨，，这么庞大的数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如果一亩亩丈量如果一亩亩丈量、、
一斤斤称重并不现实一斤斤称重并不现实，，但是通过两个但是通过两个““神器神器””——

““科学抽样科学抽样””和和““实割实测实割实测””，，全国粮食产量就不难知全国粮食产量就不难知
道了道了。。

粮食产量调查的对象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粮食产量调查的对象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产粮不到全国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产粮不到全国的
55%%，，通过统计报表收集他们的产量数据通过统计报表收集他们的产量数据；；对于产粮占对于产粮占
全国粮食产量全国粮食产量 9595%%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户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户，，采用抽样采用抽样
的方法调查的方法调查。。国家统计局在全国抽选了约国家统计局在全国抽选了约 850850 个国家个国家
调查县和近调查县和近 90009000 个村民小组个村民小组，，4848 万农户的万农户的 66 万多地万多地
块块，，分别在夏粮分别在夏粮、、早稻和秋粮的播种季节早稻和秋粮的播种季节，，对小麦对小麦、、
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抽样调查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抽样调查，，获得播种面积数据获得播种面积数据。。
然后然后，，采用实割实测的方法推算出单位面积产量数采用实割实测的方法推算出单位面积产量数
据据。。粮食产量粮食产量==播种面积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公式里的公式里的
两个要素都聚集齐了两个要素都聚集齐了，，全国的粮食产量数据就统计出全国的粮食产量数据就统计出
来了来了。。

河南网友鹰隼河南网友鹰隼：：““十二连增十二连增””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主持人主持人：：““十二连增十二连增””可不是一个传说可不是一个传说，，是实实在是实实在
在的成绩在的成绩。。自自 20042004 年起年起，，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从从
20032003 年的年的 4307043070 万吨到万吨到 20152015 年的年的 6214462144 万吨万吨，，实现实现

““十二连增十二连增””。。20162016 年粮食产量虽然比年粮食产量虽然比 20152015 年略有减年略有减
少少，，但仍是历史第二高产年但仍是历史第二高产年。。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
政策扶持政策扶持、、耕地稳定耕地稳定、、农业科技发展功不可没农业科技发展功不可没。。

近些年来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国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年年都年年都
有的有的““政策红包政策红包””让农民看到种粮的效益让农民看到种粮的效益，，自然提升自然提升
种粮积极性种粮积极性。。国家还拉紧国家还拉紧““政策红线政策红线””，，倍加重视耕倍加重视耕
地保护地保护，，维持在维持在 1818 亿亩耕地红线以上亿亩耕地红线以上，，保证我国农业保证我国农业
生产土地稳定生产土地稳定。。此外此外，，农业科技也成为单产提高的助农业科技也成为单产提高的助
推器推器，，在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在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
入入、、推进现代农业等作用下推进现代农业等作用下，，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快速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快速
增长增长。。

江苏网友随心所遇江苏网友随心所遇：：透过这些统计数据透过这些统计数据，，我们能我们能

看到老百姓餐桌的变化吗看到老百姓餐桌的变化吗？？

主持人主持人：：百姓百姓的餐桌是农林牧渔业发展的缩影的餐桌是农林牧渔业发展的缩影，，
餐桌上的变化也在诉说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餐桌上的变化也在诉说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现
在在，，农产品供应量日益增加农产品供应量日益增加，，品种越来越丰富品种越来越丰富，，餐餐
桌上的食物逐渐丰富起来桌上的食物逐渐丰富起来，，越来越注重荤素搭配与越来越注重荤素搭配与
营养配比营养配比。。20162016 年年，，我国人均粮食我国人均粮食、、油料油料、、猪牛羊猪牛羊
肉肉、、水产品水产品、、牛奶的占有量分别为牛奶的占有量分别为 444455..77 公斤公斤、、2626..11
公 斤公 斤 、、 4747 公 斤公 斤 、、 4949..99 公 斤 和公 斤 和 2626..11 公 斤公 斤 ，， 相 当 于 比相 当 于 比
19901990 年多占有年多占有 11 倍的油料和肉倍的油料和肉、、33 倍多的水产品和倍多的水产品和 66
倍多的牛奶倍多的牛奶。。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林火灿林火灿））

近日，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暑期赴
泰国南部中国游客注意涉水安全。公告说，今年以来，赴
泰南的中国游客迅速增加，游客意外受伤、溺亡事故频
发，1 月份至 5 月份已有 30 名中国游客不幸死亡。还有媒
体报道，一名中国游客近期在迪拜旅游时走失并遇难，出
境旅游安全问题引发国人高度关注。

近年来，我国出境旅游发展迅猛，国人出游的脚步已
经踏遍全球各个角落。截至去年底，我国公民出境游目的
地国家和地区达到 151 个，除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外，还有许多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随着出境自由行的增长，旅游安全已经成为每位游客
的必修课。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建议，游客在选择出境
游目的地之前，要参考外交部或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出行提
示，避开有风险的目的地。业内人士透露，越来越多的游
客在咨询旅游产品时，开始关注旅游地的安全问题，很多
突发事件，特别是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内，当地
旅游线路预订会明显受到负面影响。

除此以外，游客在选择旅游企业时，开始选择具备全
球旅游服务与应急处理能力的企业，同时购买合适的保
险，能让游客在万一受伤时获得合理赔偿。中青旅遨游网
相关负责人说，现在的旅行险市场已相对成熟，不仅提供
意外身故、烧伤及残疾保障，还能提供紧急医疗运送和送
返。针对一些特定国家的出境游，还可以购买旅行绑架及
非法拘禁等内容的相关保险。

同时，投保人要看清合同条款、理解保险责任和理赔
要求，牢记保险公司的电话以便发生意外后第一时间与他
们取得联系。如果出现意外，应保留好相关票据和病历，
以备处理后续赔偿。如果临时发生行程变更，应注意调整
所选保险的保障期限。

此外，身处境外，游客首先要牢记领事保护热线电话
“12308”。中国公民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遭遇紧急情
况时均可通过拨打呼叫中心热线，向祖国寻求保护与协
助。在国外是拨打“0086+10+12308”。其次，要记住目
的地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电话，在情况危急、语
言不通时，大使馆会给你提供最靠谱的建议和帮助。当
然，旅行目的地的报警电话、急救电话、SOS 救援电话
也应记好。

市民在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一超市选购蔬菜。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阜城县古城镇前宋村一家养鸡合作

社的员工在鸡棚捡拾鸡蛋。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近期，不少大宗农产品价格一路走
低，其中蔬菜价甚至跌破采摘成本价。
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不仅严重损害生
产者的利益，也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生
活。那么，如何有效防止大宗农产品价
格大起大落呢？

逆向操作也赔钱

农产品随行就市，盲目跟风多半要
赔钱。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生
菜区经销商梅老四就吃过盲目跟风的大
亏。去年生菜行情好，每斤批发价能卖
到 6 元。入冬后，梅老四向河北固安菜
农下了订单，按每棵小苗 4 元预定了
10000多棵大棚生菜。谁知今年南方生
菜大批上市后，新发地生菜价格一路走
低。最终每斤只卖到 1.5 元。“这个价连
采摘的成本都不够，真是亏死了”。

近年来，葱、姜、蒜等小宗农产品价
格如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苹果、猪
肉、鸡蛋等大宗农产品行情宽幅波动，背
后都能看到盲目跟风扩大生产的影子。
在吃过多次盲目跟风亏之后，一些经营
者开始逆向操作——在行情低迷时扩
产，以博取下一轮牛市的超额收益。

存栏生猪 8000 头的湖北省蕲春县
振农实业公司董事长胡基政就这样尝试
过。猪价上一轮下跌周期始于 2012 年
2 月份，持续下跌两年之后，养殖户普遍
亏损累累。按照往常经验，下跌周期一
般约两年，之后将是盈利丰厚的上升周
期。于是，2014 年 4 月份，胡基政借到
一笔钱，果断地将本地倒闭的中小养猪
场生猪全部买下来。谁知行情并未如期
反转，扛了半年之后，胡基政只得将抄底
收购的生猪全部亏本卖出。

“熊市之后就是牛市，现在很多人都
明白这个道理，改盲目跟风为逆向布
局。问题是，当一大批人都逆向操作时，
新的产能过剩就产生了。”北京新发地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表示，
因逆向操作而赔钱的人，在新发地农副
产品供应商中为数不少。

信息预警很重要

盲目跟风者赔钱，逆向操作者也赔
钱，原因是掌握的市场信息不准确。以
为后续还有大行情，实际上即将面临供
过于求；以为同行纷纷退出，实际上有一
大批人正在进场。

为指导生产者合理安排生产，农业
部门在信息预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
如，在蔬菜生产方面，农业部在全国 580
个主产县设立了信息监测点。在农副产
品价格方面，农业部在全国 500 个集贸
市场设立了监测点。上述监测点采集的
信息当天就能在农业部官网上看到。

除农业部之外，商务部、发改委等政
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近年来都建立了
农产品管理数据和监测预警系统，通过

网站等媒体定期发布预警信息。
然而，实际运行中，却存在信息准确

度欠佳、实用性不够、推送难到位等问
题。例如，2015 年按北京夏季蔬菜主产
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部门发布的数据显
示，当地架豆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不
少。但刘通认为张家口架豆播种面积显
著减少，预判北京夏季架豆价格将明显
上涨，其依据是当地种架豆所用的竹竿
上年供不应求，2015 年却滞销了。果
然，2015 年 8 月份第一周，北京新发地
架 豆 批 发 价 比 2014 年 平 均 高 出
205.56%。

农户生产随意性很大，基层农业部
门人手有限，要确保数据采集高度准确
确实很难。农业部蔬菜市场监测预警首
席专家孔繁涛建议，主产区有关部门可
持续深入开展蔬菜种植意愿调查，将调
控关口前移，提前研判蔬菜市场供需形
势，利用互联网、手机 APP、电视、报纸
等手段，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与市场供需
信息，有效引导菜农理性安排生产。

“现有的农业基础数据库建设一般
以部门业务为中心，容易造成数据库建
设成为部门行为，而非整个农业管理行
为，不能充分发挥有效的预警作用。”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际情报
研究室副研究员朱增勇建议说，应整合
完善农业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和地方
政府部门的数据库系统，构建全产业链
的各种农产品供求预警系统。

供给侧改革是关键

要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农产品供需失
衡、价格大起大落的问题，还得依靠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改变大而
不强、低端同质竞争的现状。

在农产品消费需求量大致稳定的情
况下，决定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供
给。以今年价格深度下跌的蔬菜为例，
由于种粮收益偏低，近年来不少地方将
鼓励农民改种蔬菜作为一项富民工作来

抓，以致不少蔬菜品种供过于求。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蔬菜播种
面积 2200 万公顷，比 2006 年的 1663.9
万公顷扩张了 32%。早在 2014 年，我国
蔬菜年产量就超 7 亿吨，人均年占有量
1000 多斤，均居世界第一，产销量占全
球市场份额 50%以上，但低端产品供给
过剩，绿色、有机等高端产品严重不足，
季节性、区域性供需失衡问题凸显。

今年鸡蛋价格持续下跌，到6月上旬
已跌至每斤 2.51 元，为近 10 年最低点，
根子也在于产能过剩。上一轮猪价“熊
市”时，有人分析，是因为我国猪肉产能
过剩达51万吨。“全国每年猪肉总供应量
超过 5000 万吨。51 万吨只占 1%，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价格跌成那样，过剩产
能起码占 1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
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明利说。

大而不强，现代化程度偏低，仍是当
前我国农业生产亟待解决的问题。以生
猪养殖为例，我国 500 头以上规模养殖
户占比只有 44%，多数仍属散户。即使
是大型养猪场，仍普遍依赖手工喂养，自
动化水平极低。据测算，当前中小养殖
场每斤白条猪养殖成本只要 5.7 元，大
养殖场则要 6.8元或更高。

在蔬菜结构调整方面，河北张家口
市一些做法值得借鉴。为避免无序生
产、同质竞争，张家口市划分了坝上无
公害错季菜、坝下丘陵区无公害错季
菜、河川区无公害设施菜、无公害特菜
4 个蔬菜优势产业带。为确保张家口蔬
菜“无公害”，当地农业部门近年来大
力推广农家有机肥和防虫网、黏虫板、
性诱剂、杀虫灯等生态治虫方式，虽然
生产成本偏高、单产偏低，但蔬菜质优
价高，供不应求，甚至远销到韩国、日
本、马来西亚等国。

农产品关乎广大农户生计，也关乎
广大消费者生活，如何合理安排生产、优
化品种结构，避免价格大幅波动，让各参
与环节稳定获益，让消费者得到实惠，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