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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党员带

国办印发《意见》部署医教协同工作——

深化医学教育改革 加强人才培养
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立，紧缺
人才培养得到加强，各类人才培养协
调发展，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对卫生
与健康事业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到
2030 年，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
环境更加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
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健
全，医学人才队伍基本满足健康中国
建设需要。
《意见》 明确，从四个方面深化
医学教育改革发展。一是加快构建标
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全
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逐步实现本科
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专业一本招
生，逐步缩减中职层次农村医学、中
医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规模，控制高
职临床医学专业招生数量。深化院校

医学教育改革，夯实五年制临床医
学、中医学教育基础地位，提升医学
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深化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强临床教
学基地建设。加快完善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加强全员继续医学教
育，健全终身教育学习体系，建立健
全质量评估与认证制度，将人才培养
工作纳入公立医院和院长考核的重要
内容。二是促进医学人才供给与需求
有效衔接，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坚持按需招生、以用定招，建立健全
人才培养供需平衡机制。加强以全科
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
养，完善定向医学生培养政策。分类
推进中医药教育改革，完善中医药师
承教育制度。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

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进个人名单
（112 名）
齐 英（女，
满族） 北京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评价处处长
杨云东（女）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
怖和特警总队六支队调研员
党建强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
道办事处民政科主任科员
姜淑清（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妇产医院原主任医师（已退休）
薛献军（女）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
学教科研室主任、高级教师
付国栋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中学
办公室主任、高级教师
贺 雄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光普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科技
成果转化与推广服务处处长
田 花（女） 天津市西青区辛口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邢成凯 天津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高级教师
李长春 天津市武清区行政审批
局局长、党组书记
姚朱华 天津市人民医院心脏内
一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余文丽（女） 河北省邢台市妇幼
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周爱武 河北省衡水市委常委
路 苗（女）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
三十五中学高级教师
吴印宗 河北省张家口市种子管
理站副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王合全 河北省水产养殖病害防
治监测总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秦文平（女） 河北省邯郸市妇幼
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曹宪锋 河北省委组织部组织三
处处长、省委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
工作委员会委员
温 实（女）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
医院病理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富全 山西省大同市第二十二
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
翟纪亭 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委
副书记
王伟民 辽宁省沈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丁 颀 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刑
事犯罪案件侦查支队政委
梁冰晗 辽宁省大连市委组织部
干部教育处处长
邱立全 辽宁省沈阳市财政局副
局长、党组成员
蒋 涛 辽宁省委组织部组织二
处副处长（正处级）
刘国利 辽宁省鞍山市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冯庆忠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党组成员
尹汉龙（朝鲜族） 吉林省通化市
柳河县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王跃强（满族） 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崔玉兰（女，
朝鲜族） 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四病房副主

任、主任医师
于 君（女）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
江管理局洪河农场党委副书记
毕 海 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区
委副书记、区长
姚 忠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徐建德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
院长、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医师
虞星波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
副局长、党委委员
熊肇明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医
院管理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
夏红军 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公室
对口支援一处调研员
王 水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教授
何祖大 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原副
主席（已退休）
唐 尧 江苏省盐城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科员
袁焕明 江苏省对口支援工作领
导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
丁 强 江苏省无锡市新安中学
校长、党支部书记、高级教师
陈俊才 江苏省泰州市种子管理
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张翊翔 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副
主任科员
解正高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眼
科主任、主任医师
蒋晓平 江苏省南京市农村工作
委员会书记
欧阳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副
主任医师
张治芬（女） 浙江省杭州市妇产
科医院（妇幼保健院）院长、主任医师、
教授
李无文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
书记
骆方豪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对口支援办）对口支援处副处长
朱鑫杰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省
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
吴才平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委
副书记、县长
崔玉江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投融资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李方泽 安徽省教育厅人事处
处长
余 微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教
育局副局长（正科级）
陈爱钦（女）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张成慧 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委
副书记、县长
吴卫云 福建省公安厅监所管理
总队政委
陈燕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副院长、福建医科大学协和临床医
学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蔡伟聪 福建省厦门工商旅游学
校教师

丁新权 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党组成员
邹晓荣（女）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
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胡冬莲（女）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
第一中学高级教师
张传若 山东省日照市政府党组
成员、总督学
刘加平 山东省临沂市园林局副
局长、党委委员，市滨河景区管委会办
公室副主任
贾凡珩 山东省济宁市高级职业
学校高级讲师
曹恩禄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人
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张继跃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
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杨士祥 山东省财政厅社会保障
处处长
刘志怀 河南理工大学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杨晓平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
法院副县级审判员
刘宏锋 河南省新乡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委书记
谢明超 河南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张大明 河南省郑州人民医院普
外科主任医师
王思勤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
主任医师
朱文成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中
山医院）副院长、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主任医师
梁继鲁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级教师
别爱斌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政策法规处（企业负担监督办公
室）调研员
徐小兵 湖北省委组织部人才工
作处处长
彭 波 湖北省荆门市委党建办
副主任
姜 欣（女） 湖南省妇联主席、党
组书记
张 娟（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罗铁炎 湖南省医疗工伤生育保
险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夏育华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第
一中学校长、党总支副书记、高级教师
冯增光 湖南省湘潭市中心医院

（上接第一版）
简化高效的窗口服务效应来自以
“ 放 管 服 ”改 革 为 核 心 的 行 政 效 能 革
命。据了解，针对政府服务环境中的
“慵懒散”和投资环境中的“办事难”等
作风顽疾，今年 4 月，西安市全面启动
了“行政效能革命”，以让群众和企业办
事“最多跑一次”为目标，出台了《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
《12345
市民热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
和《行政效能革命问责办法》等一系列
严规定、硬约束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扎
实落实完善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清单和政务服务网等“四张清单一张
网”、搭建“12345”市民热线综合服务

平台；探索实行“一枚图章管审批”模
式；加快推进网上审批，让信息、数据多
跑路，让企业、市民少跑路等。目前，
44 个部门的第一批 468 项政务服务已
全部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共向社会公
布、承诺的市区（县）两级“最多跑一次
服务事项”达到 4123 项。
日渐细化、量化的效能考核效果到
底怎么样，群众满意度是终极考核。自
去年以来，西安市利用电视媒体整合市
民代表、专家和人大代表等社会力量开
展《电视问政》效能监督，由现场观众和
市民线上线下现场对有关部门的工作
投票打分。11 期电视问政共追责处理
干部 538 人。
在西安，如火如荼的行政效能革命

带来的不仅是群众生产生活的便利和
城市效率提升，同时也倒逼着干部“为
民所想”、甘当“五星级店小二”的作风
巨变。
6 月 22 日下午 5 点多，碑林区政务
中心食药局的一排窗口前依然忙碌。
该局驻政务中心首席代表刘紫燕一边
耐心受理业务，一边安慰办事群众：大
家不用急，办完最后一单，才是我们的
下班时间呢。碑林区政务服务中心主
任赵晓军说，为确保“最多跑一次”落到
实处，我们提出“把麻烦留给政府，把方
便留给群众”，因此，延时、加班服务理
所当然。为减少群众领取批复、证照的
往返，碑林区政务服务中心还设立了一
个帮办送达服务台，凡是办理完毕的证

加强薄弱地区医学教育能力建设，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三是创新体制机
制，加强医教协同管理。国家和各省
（区、市） 分别建立多部门共同参与
的医学教育宏观管理协调机制，共建
一批医学院校和中医药院校，深化综
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四
是完善人才使用激励政策。建立适应
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和人才评价
机制，完善职称晋升办法和人才准
入、评价标准，创新人才使用机制，
提升行业职业吸引力。
《意见》 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强化部门协同，出台具体实施方
案，保障经费投入，狠抓贯彻落
实，对实施进度和效果进行监测
评估。

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韩清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第三临床医学院）党委书记、副
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杨耀华 广东省委机要局商用密
码管理中心主任
杨伟强 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
作组副组长，广州市番禺区政府党组
成员
梁志刚 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
胡大强 广东省佛山华材职业技
术学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高级讲师
韩世国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绿
洲小学校长、一级教师
吴曾红 中央对外联络部国际交
流中心副局级参赞
李爱东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巡
视员
李 飞 求是杂志社评论部编辑
三组副组长
张 玲（女）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党委
专职副书记
詹孔朝 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
正处级参赞
任洪岩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副主任、党委委员
何 勇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
究所（院）副所（院）长、党委委员
杨秀春（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杨任杰 审计署郑州特派办副特
派员、分党组成员
常 亮 北京海关首都机场海关
副关长（正处级）
孙学光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
究所副所长
段 华 中国绿色时报社援疆干
部（副司级）
张玉山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政策及技术研究中心
四级职员
霍春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法务与风险控制部副主任
伏卫民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
陈青云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
物技术学院教授
张金利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高树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院长助理、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钟 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眼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
医师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11 日电）

追授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进个人名单
（3 名）
王 华 生前系江苏省镇江市句
容市副市长
黄群超 生前系浙江省湖州市林
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湾底

学习会，
十年如一日

续大治

：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医教协
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就推动
医学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部署。
《意见》 指出，医教协同推进医学
教育改革与发展，加强医学人才培
养，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基础
工程，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
要任务，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
保障，要始终坚持把医学教育和人才
培养摆在卫生与健康事业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
《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医学
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突破，医
学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得到完善，以
“5＋3”为主体、“3＋2”为补充的临

每天早晨村党委学习会雷打不动，
党员带头创业创新热情高涨，村级经济
蓬勃发展使其成为浙东沿海可圈可点的
“明星村”……这里就是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湾底村。
“党员是旗帜，
党组织是堡垒，
‘两学 本报记者
一做’令堡垒更坚强，旗帜更鲜艳。”6 月
30 日早上 7 时半，湾底村党委学习会结
束后，已经 70 岁的村书记吴祖楣对记者
打开了话匣子。
郁进东
从宁波出了名的
“落后村”到去年荣
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国
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十佳农庄、国家生
态村……湾底村的蜕变让人称道。致富 通讯员
不忘挖井人，在 1080 位村民眼中，98 名
党员干部的功劳，
他们牢记心底。

﹃
蜕变

在湾底村，加强党性教育、学习上级
党委重要精神的学习会坚持了 10 年从
未间断。
每天早晨 7 点不到，所有党委班子
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除了工作出差
在外或因病请假，都会准时到场。有人
要问，一个村级党委，每天开会讲什么，
是不是摆架势搞形式？吴祖楣的答案很
简单，每天强调一下党员党性，传达一下
重要讲话精神，再把村里当天的工作理
一理，实在得很！
“西江河边上是种植基地，
即将到来
的梅雨季节雨量大，田间杂物流到河里
会影响环境，更不利于剿灭劣五类水工作，大家出出主意。”6 月 11
日的早会上，
吴祖楣抛出了问题。
“我看可以修一个沉淀池，用土办
法解决问题，
投入成本低，
效果也不会差。”负责村里基础建设的委
员吴竞康给出答案后，
大家展开热烈讨论并最终确定详细的工作计
划。半个月后，
沉淀池建成投入使用。

﹄

办实事，制度保效率
湾底村的党委班子成员十多年没有节假日、8 小时工作时间
外还要治安巡查、志愿服务，
工作再忙，只要村民的意见合情合理，
村党委都会迅速研究落实，超强的执行力广受村民点赞。
去年底，村民代表顾康金找到吴祖楣说，
“现在村里经济发展
得不错，可是我们还没一个像样的居家养老中心”。第二天的学习
会后，党委班子成员就这个议题进行了长达 3 个多小时的讨论，最
终提出的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全票通过。
如今，
这个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
投入 260 万元的村民中心竣
工在即。里面不仅可以为 40 多名空巢老人提供午餐、
晚餐，
还能给
村民提供办红白喜事的场地。老顾感慨地说：
“这速度，
我佩服！
”
“这绝不是个案。”村党委副书记许明君说，20 年前，湾底村就
出台了“群众提议、干部承诺”的制度，
“两学一做”开展后，村委会
每个月都组织群众提出事项，党员干部当场认领。办事效率高不
高、效果好不好，
全部交给村民打分，并直接纳入年度评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效应逐步显现
（上接第一版）
据统计，今年前 5 个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实现利
润同比增长 15.3%，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 7.8%提高到 8.1%。从上
市公司数据看，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上市企业利润率达
9.8%，比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总体高出 2.6 个百分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带来了创新的“乘法”和简政放权的“除
法”。
“双创”
“互联网+”等触发的创新驱动，正成为新旧动能转换
的澎湃动力，而随着“放管服”、减税降费等改革举措落地，企业税
费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市场活力将得到更多释放。

谋求关键领域更大突破
今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从“攻坚”到“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不断走向纵深。
7 月 1 日起，一批新的减税降费措施开始实施，加上此前已出
台的 4 批减负政策，
“全年为企业减负万亿元”的承诺已提前兑现。
不仅如此，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实施等一系列改革方案今年相继落
地，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新的制度供给，营造了更优的
市场环境。
在我国经济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同时，产能过剩与需求结构升
级之间矛盾仍较为突出，一些领域的金融风险显现，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对此，专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新常
态，一头连着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全面深化改革
的大局，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同时，加快财税金融、国企国
资、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取得突破，真正发挥好供给侧改革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牵引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保持战略定力，谋划长远发展，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中国实践不仅将助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
端水平，还将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一份生动的
“中国方案”
。

姚仁汉 生前系浙江省宁波市镇
海区教育局副调研员，镇海区委党校
副校长、党委委员，
高级教师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11 日电）

安徽滁州首座光伏发电停车场投用

照、批文等，
均可提供免费送达服务。
在碑林区工商局的服务窗口中，工
商 资 料“ 诊 疗 窗 口 ”是 最 热 门 的“ 科
室”。正在驻窗口办事的该区工商局副
局长李富春告诉记者，工商业务繁多，
为提高效率，他们专门设立了这个申报
资料“诊疗”岗位，集中指导企业一次申
报成功。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政
务环境是城市发展环境的“风向标”。
发生在西安的行政效能革命正让这个
有着厚重历史的古都变得年轻而活力
四射。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月，西安
新增企业数量达到 5.2 万家，同比增长
102%；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分别
增长 55.34%和 137%。

7 月 11 日，安徽滁州全椒县首座光伏发电停车场正式投入使
用。该停车场可提供停车位 160 个，顶部安装的太阳能电板既能
为车辆遮阳，
又可以发电供企业使用。
沈 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