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支持支持
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这一战略为中医药服务民众健康提这一战略为中医药服务民众健康提
出了新要求出了新要求。。““经过经过 2020 多年中医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多年中医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古古
老的中医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老的中医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如今，，借助大数据借助大数据、、人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它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它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造福更多造福更多
人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中国中医科学
院院长张伯礼特地带来了推动中医药学与现代技术融合发院院长张伯礼特地带来了推动中医药学与现代技术融合发
展的建议展的建议。。

作为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作为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张伯礼代表张伯礼代表
见证了中医药现代化的历程见证了中医药现代化的历程。。他说他说，，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推动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推动
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汇融合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汇融合，，产生了重大社会效产生了重大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益和经济效益。。数据显示数据显示，，全国中药工业产值目前约全国中药工业产值目前约 90009000
亿元亿元，，约占我国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约占我国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并将带动并将带动
形成约形成约 22..55 万亿元规模的中药大健康产业万亿元规模的中药大健康产业。。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中医中医
药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药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学者发表的中医药我国学者发表的中医药 SCISCI 论文论文
从不到从不到100100篇增加到每年篇增加到每年30003000余篇余篇，，2020年增长了年增长了3030倍倍，，占占
国际论文比例从国际论文比例从 55%%增加到增加到 3535%%。。““特别是近特别是近 55 年来年来，，国家重国家重
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持续支持中药国际化研究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持续支持中药国际化研究，，取得了取得了
诸多标志性成果诸多标志性成果。。””张伯礼代表说张伯礼代表说。。从从 20162016 年国务院颁布年国务院颁布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16--20302030 年年))》》，，我国政府首次我国政府首次
发布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布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到到20172017年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医药法》》正式施行正式施行，，为保护发展中医药提供法律保障为保护发展中医药提供法律保障，，几年几年
来来，，我国相继出台中医药健康服务我国相继出台中医药健康服务、、中药材保护和发展中药材保护和发展、、中中
医药科技创新医药科技创新、、健康旅游健康旅游、、健康养老健康养老、、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等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等
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构建了全方位发展中医药的政构建了全方位发展中医药的政
策措施策措施，，中医药走向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中医药走向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不过不过，，张伯礼代表同时指出张伯礼代表同时指出，，中医药现代化目前仍然处于初中医药现代化目前仍然处于初
级阶段级阶段。。例如例如，，对中医药原创思维对中医药原创思维、、临床经验临床经验、、防治方法的科学防治方法的科学
内涵认识不够充分内涵认识不够充分，，中医药的优势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中医药的优势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发挥；；中医药理论先进中医药理论先进，，但技术层面相对落后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但技术层面相对落后的问题还没有得到
很好解决等很好解决等。。尤其是在生产制造领域尤其是在生产制造领域，，大部分停留在机械化生大部分停留在机械化生
产阶段产阶段，，““全国大部分中药生产线目前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全国大部分中药生产线目前实现了自动化生产，，但数但数
字化字化、、智能化生产线还很少智能化生产线还很少””。。

由于中药成分和作用机理复杂由于中药成分和作用机理复杂，，因而实现其智能化生因而实现其智能化生
产也更难产也更难。。张伯礼代表举例说张伯礼代表举例说，，一些中成药以前只是将药一些中成药以前只是将药
材放在一起煎煮材放在一起煎煮，，进行提取和纯化进行提取和纯化，，但不同批次有效成分但不同批次有效成分
含量及变化等缺乏研究和控制含量及变化等缺乏研究和控制。。另外另外，，大多数公司的制药大多数公司的制药
技术是针对某一产品来做的技术是针对某一产品来做的，，许多装备是进口的许多装备是进口的，，适合中适合中
药生产特点的模块化药生产特点的模块化、、数字化智能中药制药装备需要加快数字化智能中药制药装备需要加快
研制和推广研制和推广。。张伯礼代表建议张伯礼代表建议，，中药制药的智能化需要现中药制药的智能化需要现
代化的装备代化的装备，，要用信息化给中药生产插上要用信息化给中药生产插上““智慧智慧””的翅的翅
膀膀。。建议由国家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建议由国家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加快制定规划加快制定规划，，建立建立
中医药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发展平台规划中医药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发展平台规划；；实施中药智能制实施中药智能制
造工程造工程，，建立示范基地建立示范基地；；在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中增加对在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中增加对
中医药与现代技术融合的资助中医药与现代技术融合的资助。。

代表委员谈健康中国战略：

建设健康中国 保障全民健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李华林

全国政协委员、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

让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强起来
本报记者 刘 瑾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
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
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国家战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把基层医院和外出农民工、外来就业创
业人员等全部纳入。谈到政府工作报
告中有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内容，全
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副院长雷冬竹说：“这项政策将影响、
惠及许多群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
户籍地以外学习、工作、生活，如果跨省
就医不能直接结算，患者就医就需要两

地辛苦奔波，平添许多麻烦。而进一步
推广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不管
在哪都能看病报销，这将大大改善公众
的医疗体验。”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
麻醉学教授黄宇光表示，加快医保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增加居民基本
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利好政策的落
地实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
众利益的高度关切。他认为，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要统筹医疗卫生资
源分配，通过加快全科医生培养、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实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等政策，解决经济

落后地区老百姓的看病问题，让他
们能够就近看病、看好病。

目前，“大医院挂号难，小医院看不
好病”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雷冬竹代表
认为，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医疗资源分配
不均衡，基层医疗资源薄弱。最优秀的
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型医院，老百姓都
想去级别高的医院看病就医，哪怕是一
个小感冒，也想往大医院挤，这是分级
诊疗难以推行的主要原因。

雷冬竹代表建议，推动分级诊疗，
要从体制机制方面着手，消除上下级医
院之间医疗资源流动的壁垒。采取有
力措施鼓励医生到基层、农村及边远地

区去，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收入待遇。
对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黄璐
琦建议，首先要加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落实对中医医院的投入倾斜政
策，调整中医医疗服务价格，在分级诊
疗政策中把中医医院门诊纳入首诊范
围。其次要加强中医药新药创制，发挥

“大院大所”科研引领作用，鼓励大团队
大科学家勇于承担更大的创新责任。
构建融合集成创新技术平台，以中医思
维和经验对各学科先进技术进行吸纳，
整合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优势，把资源
集中到中药新药创新行动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并强调扩大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把基层医院
和外出农民工、外来就业创业人员
等全部纳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
院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表
示，这种关注基层，立足于提升百
姓获得感的发展指导精神很鼓舞人
心。近些年在分级诊疗制度的贯彻
实施下，国家和政府付出了大量财
力物力用于提升基层的医疗服务能
力，基层医疗硬件得到明显提升，
但医疗软资源下沉依然未落到实
处，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的获
得感还不高。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基
层医疗队伍和医疗服务能力依然薄
弱，患者就医仍向大医院拥挤，看
病难问题未切实得到解决。

安阿玥委员表示，我国人口基数
大，地区差异大，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

质量虽然有难度但也有不少方法。比
如，对于三甲医院退休下来的副高级
职称以上的医生或有特色诊疗技术的
医生，如果身体状况良好、个人又有意
愿去基层服务一定期限（1年—3年），
应在政策上鼓励并支持他们回到县级
医院进行传帮带工作。这些人才如果
志愿到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
作，地方卫生部门应给予待遇上的补
助，这样既可以节约城市人力资源，基
层医疗服务质量还能够得到实实在在
地提升。

“实际上，只有基层医疗机构队伍
夯实了，能力提升了，我们分级诊疗的
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安阿玥委员建
议，专家人才的传帮带对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固然重要，但同时
也需要市、县级政府足够重视农村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并提
供相对有竞争力的薪酬，来稳定他们
留在基层工作的决心。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朋
友，来山西旅游吧！”3 月 9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西代表团举
行全体会议，并向媒体开放。全国
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楼阳生向公
众发出热情邀请。

近年来，山西推动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把文化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
柱产业来打造。近3年，全省接待国
内外旅游者年均增长23.3%，2017年
达到5.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年均增
长 23.5%，2017 年达到 5360 亿元。
2017年，山西省提出在继续做好五
台山、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等经典景
区的基础上，着力锻造黄河长城太行
三大旅游新品牌。“目的就是要从点
到线，由块到面，形成全域旅游发展

大格局，打造游客喜欢的旅游目的
地，实现山西从旅游大省到旅游强省
的华丽转身。”楼阳生代表说，全省文
化旅游业呈现强劲发展势头。

“过去一说基层要搞文化，就是
送戏下乡、搞民歌。当然，这些都是
很好的文化手段，但山西本身就是
民歌的摇篮。山西是文化旅游资源
大省，但这些资源需要有人用新的
国际性的文化项目激活，进行现代
化转化。”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
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山西平遥
电影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樟柯介
绍，以往，国际电影展大都选择在千
万级人口的大城市举办，但在平遥
国际电影展举办的短短8天时间里，
有多达18万人次参与。“这表明，在

山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在53万人
口的县城，这种高端的国际性文化
活动照样可以落地生根。”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文化旅游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保说，
山西正着力构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和康养旅游等新业
态，推动旅游资源的全要素整合。山
西旅游产业此前一直存在“小散弱
差”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
直没有一个市场主体来对接。在这
个背景下，山西省文旅集团应运而
生，山西省政府决心将其打造成山西
文旅的“旗舰”和“劲旅”。“大家目前
的共识是山西的文化旅游产业必须
发展，而且发展起来有资源、有条件、
有基础。”王文保代表说。

人大山西代表团谈经济转型——

把文旅产业建成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上图 3月11日上午，人大湖北代表

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会间，全国人

大代表舒健（中）与同团代表就医疗话题

畅谈。

右图 3月10日，人大湖南代表团在

驻地举行会议。全国人大代表刘莲玉

（中）在发言时说：“中国健康模式应该不

断再完善。”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

给中医药插上给中医药插上““智慧智慧””翅膀翅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火灿林火灿

3月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安徽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向媒体开放。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锦斌说，2016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安徽小岗村视察，要求我
们敢为人先、锐意进取，争当击楫中
流的改革先锋。想要争当改革的先
锋，我们必须把改革推深做实，以改
革担当回答时代之问。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省长李
国英说，安徽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着

力下好创新“先手棋”，创新引领型
发展在江淮大地呈现蓬勃生机。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商务厅
厅长张箭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时说，两年来，安徽省开放型发展取
得了长足进步，表现在4个方面。一
是开放实力显著提升。去年安徽的
外贸进出口首次突破了 500 亿美
元，5 年来累计货物贸易进出口
2400亿美元，平均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5.4 个百分点。二是开放结
构显著改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发展，跨境电商增速每年都在
30%以上。三是开放动能显著增
强。安徽加快了自贸区创建，复制
推广了自贸区试点经验56项，一大

批对外合作项目顺利进行，合肥中
欧国际货运班列加密延伸。四是开
放布局显著优化。科技、教育、文
化、旅游等整体对外合作迈上新台
阶。安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
口额、直接投资额分别增长10.6%、
22%。

下一步，按照全国打好“开放
牌”，走好“开放路”的总体部署，安
徽省将加快形成高端化的开放产
业，着力构建高质量的开放格局，全
力打造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创新完
善高效率的体制机制。其中一个重
要平台就是积极创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人大安徽代表团已将这个作为
建议提交给大会。

人大安徽代表团话高质量发展——

以改革担当回答时代之问
本报记者 姜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