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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12 日 电
2018年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指导意见》指出，建立健全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明确中央与
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
和支出责任，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是
新时代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进全体人
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具
有重要意义。

《指导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规范中央
与地方支出责任分担方式，推进城
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促
进各地区各部门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水平有效衔接，以标准化手段优
化资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提升
服务质量、明确权责关系、创新治
理方式，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
民、兜住底线、均等享有，使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力争到 2025
年，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理念融入
政府治理，标准化手段得到普及应
用，系统完善、层次分明、衔接配
套、科学适用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体系全面建立；到 2035 年，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升。

《指导意见》提出了 4 个方面的
重点任务：一是完善各级各类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构建涵盖国家、行业、地
方和基层服务机构 4 个层面的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二是明确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要求，提出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
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9个

方面的具体保障范围和质量要求。
三是合理划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
任，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兜
底职能，明确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
分，制定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国家基础标准。四
是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机制，
要求促进标准信息公开共享，开展标
准实施监测预警，推动标准水平动态
有序调整，加强实施结果反馈利用，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鼓励开展创
新试点示范。

《指导意见》从加强统筹协调、落
实相关保障、强化责任担当3个方面
提出了具体措施，并明确了重点任务
的分工方案，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体系建设工作有效落实。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
今年89岁的北京老人王淑贞，在河北泊

头市福星园老年公寓已住了两年多，“就像住
家里一样舒心，还有一帮形影不离的老姐妹，
一起聊天、唱歌、做手工，每天充实而快乐。”
王淑贞告诉记者。

福星园老年公寓对于每位老人都有针对
性地开展个性化服务。“谁家什么状况，老人
有什么喜好，脾气秉性怎样？我们都了解得
一清二楚。”老年公寓管理员李艳丽说，“我们
常以把老人当父母照顾为荣，每天挨个到老
人的房间转转，以心换心，才能让老人安心。”

福星园老年公寓建于2012年，一直以来
全力打造“医、养、康、教”四位一体养老模式，
先后荣获“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全
国敬老文明号”等称号。记者了解到，在泊头
周边养老机构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福星
园老年公寓总经理钮俊玲就投资了 1.6 亿
元，不仅建起老年公寓，还建设了护理院、康
复院、孝道文化园、人文纪念园，拓展了6个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甚至在海南投资建设了
拥有360张床位的养老项目。今年，她又投
资 1.7 亿元建设了福星园二期，养老床位已
累计达2080张。

福星园在河北率先成立了医养结合、
医保定点的护理院。护理院开设医疗床位
218 张，有 1000 平方米的康复理疗大厅，投
资 1680 万元引进四肢联动康复器等专业
设备，拥有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福星园
还聘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省优抚医
院等康复护理专家，每周来护理院进行医
疗服务。

“来护理院的多是长期卧床、失能失智
的老人，护理的工作量和难度很大，但想想
这些和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一样年纪的老
人，他们的病痛逐渐缓解，再累也值得。”护
理院护士长刘春妹告诉记者，每天忙得歇不
下脚，护理院自运营以来，通过康复治疗，已
使80余位老人由不能自理恢复至自理或半
自理状态。

福星园目前已入住老人1072人次，其中85%的老人来自省内，10%的
老人来自京津地区，山东、江苏、黑龙江等其他省市老人占5%。“建养老院，
目的是弘扬善行和孝心，给老人温暖而有质量的生活，但这些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不能仅仅局限于养老院。”钮俊玲说，把孝心献给老人、把善行献
给社会，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提升整个社会孝老敬亲的美德水平。

孝道文化园自开园以来，已有500余批、2万余人次前来参观学习；与
媒体联合举办“敬老故事人人讲”60余场，作为文化品牌向中央文明办推
荐；创办福星园孝道文学社，先后拍摄《福星圆梦》《女儿的电话》等微电影5
部。如今，福星园孝道文化园已成为“河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示
范基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周玮） 《先秦汉唐画全

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阶段性
成果12日在京首发，这是“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编纂工作的最新成果。

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
主持开展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编纂、出版工作，自2005年启动，
至今已历时13年。这一出版工程
从最早的“两岸故宫宋画”扩大为

《宋画全集》，再拓展延伸到如今的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从最早
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为国家
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委托项目，并被列入《国家“十三
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
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将于 2021 年
建党一百周年之时全部完成。此
前已出版的《宋画全集》《元画全
集》，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和读者
的广泛好评。

据介绍，“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规模庞大，卷帙浩繁，共拟编纂出
版 62 卷 200 余册，拟入编纸、绢

（含帛、绫）、麻等材质的绘画作品
12250 余件（套）。其中国内藏品
9000余件（套），国外藏品3250余
件（套），许多作品都是长期深藏于
海内外文博机构的国宝级文物。

专家表示，“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
地还原中国古代绘画神韵的高精
度、大开本图像文献集成。这部
皇皇巨册入编作品丰富，画面精
美，题跋、印章清晰，集鉴赏性、学
术性、收藏性于一体，为欣赏中国
古代绘画，厘清其真伪和流传提
供了清晰、权威的传世图像，是研
究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百科
全书”。

在当日举行的首发式上，浙江
大学、浙江省文物局向国家图书馆
捐赠了《先秦汉唐画全集》《明画全
集》《清画全集》部分卷册。

徐秋，原名徐秋香，男，1903
年出生，湖南平江县浊水乡洪山塘
坳屋场人。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爆发后，他参加了当地的
赤卫队。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被任命为红58团团部参谋，转
战于湘鄂赣边区各县，作战英勇顽
强，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 年 6 月中旬，部队奉命
在大湖坪整编后，徐秋任红5军第
1 师第 10 团副参谋长。1934 年
10 月 参 加 长 征 。 1934 年 底 至
1935年春，红三军团攻战娄山关，
抢渡乌江，徐秋受命率部架桥，经
过一昼夜苦战，浮桥架通，部队终
于跨过了乌江。

1940 年 3 月，乘日伪军进驻
郓城县谭庄村立足未稳之机，徐秋
率部夜袭敌营，一举歼敌 200 余
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1940 年
秋，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积极选拔、
培训部队干部去鲁南工作，并带一
个特务营完成了干部护送任务。
1940 年 9 月，徐秋率特务营去山
东省郓城县以西的洞口反“扫荡”，
组织了一场伏击战，将对面日军打
得逃往县城。

同年9月，根据地派南下干部
途经郓城，徐秋主动担负起境内护
送任务。此后在赵楼受到敌人包
围，徐秋探知敌人兵力过多，如硬
打硬拼，势必造成更大损失。在这
种敌我力量悬殊的危险关头，决定
突围。他先命令魏振方带一个连，
从赵楼西边渡河突围成功。为了
保护南下干部的安全，徐秋率领部
队从赵楼正方突围。渡河时因敌
人火力过猛，徐秋不幸中弹牺牲，
时年 37 岁，后被安葬在山东省郓
城县烈士陵园。

文/新华社记者 周 楠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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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之《先秦汉唐画全集》
《明画全集》《清画全集》阶段性成果在京首发

（上接第一版）
众所周知，垃圾分类是城市管

理中一个“老大难”问题，虹桥街道
在这件事上为何却很顺利，胡煜昂
一语道破天机：党员主动带头。由
街道组织各个居委会组建了志愿者
队伍，党员带头每天早晚轮班在小
区垃圾房前蹲点督促，劝导居民对
混装垃圾进行分类，亲手示范如何
投放。几个月下来，垃圾分类渐渐
走进居民的日常生活，“现在垃圾不
分类的话，我们还不习惯呢。”居民
张海婴告诉记者。

“基层党建要抓得活”，上海虹口
区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白爱军表
示，要把党建深度嵌入城市基层社
会，把党建工作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
基层建设的红线。

位于上海天宝路 881 号二楼的
“市民驿站”，建成后一直人气很旺
——面积不大，却能容纳各类人群的
个性化需求。就餐、诊疗、咨询等功能
都被集纳到这里，可谓“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这是上海嘉兴路街道五个

“市民驿站”中的第一分站，枢纽核心
是它的党建服务站。白爱军说，城市
治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党建就是“绣
花针”，“市民驿站”是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的创新品牌，目的就是为解决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急难愁盼事。

高楼大厦上：
党建是黏合剂

“支部建在楼上”“支部建在上下
游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把党
组织建在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经
络上，也是党建工作嵌入基层社会的
创新做法。

“我们平时来这里活动很方便，
坐个电梯就到了，今年的活动日程表
都排到年底了。”站在上海中心大厦
22层，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
委书记薛英平告诉记者，这里是深受
陆家嘴白领青年党员欢迎的党建服
务中心，陆家嘴区域内外企、民企的
党员们经常聚在这里一起学习、听讲
座、健身、插花等。

如今，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楼
宇党建”体系为代表，上海1410幢重
点商务楼宇实现组织全覆盖，90%的
标志性商务楼宇建立党建工作站并
配备专职党群工作者。

“口袋党员”“隐形党员”在上海
的高楼大厦间也曾经为数不少。有
了高楼里的党建服务站，党务工作者
主动走访各企业，了解企业经营发展
状况，建立了与楼宇党员同步联系、
党的工作同步跟进、党的组织同步建

立的“三同步”工作机制。通过搭建
服务平台，企业出场地、整合社会资
源，目前，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
务中心下设10个片区中心、30个党
建服务站、覆盖了区域内 252 幢商
务楼宇，管理服务 284 个“两新”基
层党组织、9167名党员。上海江东
书院党支部书记韩可胜告诉记者，
通过楼宇党建，党建工作、企业文化
和白领的需求之间找到了契合点，
让不少创业企业里的“口袋党员”重
新找到了“家”，还能开拓跨行政区
公共空间治理新模式，有效填补了
区域接合部的“管理缝隙”。

新兴领域中：
党建是一面旗

在上海徐汇区田林街道智慧社
区联合指挥中心现场，一面巨大的
电子屏幕成为全部 23 个居民区的

“眼耳鼻”：“眼睛”包含分布在田林
街道 4.19 平方公里的 10 大类近
2000个神经元传感器，包括人脸识
别、智能监控、电子嗅探等“触角感
知”设施；“耳朵”集合了“12345 热
线”、信访、司法等平台数据，代表群
众呼声；“鼻子”融合了街面网格监
督、居民区网格工作站、志愿汇、微
上报等平台，主动嗅取问题。

“去年下半年，田林街道启动智
慧社区建设，由街道党工委牵头成
立智慧社区联合指挥中心，借助社
区智脑，如今我们可以有效管理起
这个实有人口近 10 万人的大型居
民区。”田林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栋梁
告诉记者，作为基层党组织，重要职
责之一就是引领居民“你一言我一
语”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如今借助

“社区智脑”将居民区的闲置数据变
有用、有用数据变精准、精准的数据
变精细，基层治理真正实现了“小事
抓细、大事抓实”的目标。

党建需要“大智慧”。上海市杨
浦区五角场街道就聚集了一批互联
网新兴企业，其中有一家年轻人格
外喜爱的企业，叫做“哔哩哔哩”，年
轻人都昵称为“B 站”。据了解，“B
站”日前拿出了 3 楼的一整个楼面
建成党建服务站，作为党员交流的
场所。此外，“哔哩哔哩”还投资了
一部国产原创动画片《那年那兔那
些事儿》，用风趣通俗的画面和语言
讲述党和国家的历史，在年轻人中
圈粉无数。“我们在内容上下功夫，
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表达，前提是
要用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抓好自身
队伍建设。”“哔哩哔哩”战略部研究
经理、党支部副书记钱叠峰说。

如今，上海近3000家互联网企业
全面实施“党的领导+行业管理”工作
路径。在上海杨浦，互联网企业在初
创时就“植入红色种子”，党建贯穿企
业成长全过程，龙头企业“党建+创业”
导师工作室模式，发挥了华平信息等
19 家领军企业作用，带动 136 家小微
企业共建良好生态圈。

不久前，上海发布了《关于以组

织体系建设为重点推进新时代基层
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
通过3年努力，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创新的特色更加鲜明，组织有活力、
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成效更
加显著，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
的上海基层党建工作新路更加清
晰，党旗在每一个基层阵地上高高
飘扬。

事业成败，在于人心。对于社区
治理而言，凝聚起团结向上的力量尤
为重要。上海以基层党建凝聚人心、
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具有
启示意义。

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上海开展
了“推进区域化党建，提高社区共治
水平”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这一创
新实践，立足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
统，将“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
会”作为重要方向，以精准高效服务
群众为着力点，以党建联建为基本方
法，以价值引领、人才引领、专业引领
和项目引领为主要内容，推动形成了
适应多元社会、推动跨界资源整合的
超大型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使上海
的社区治理逐步实现从行政主导向
多元共治转变、从局部改革向整体优
化转变、从注重硬指标向关注人民群

众获得感转变、从以投入促发展向精
准发力转变的“四个转变”。

可以说，上海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创新的实践，其基本要义就是把党
的领导植根于基层、植根于人民群众，
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依法管理基层
社会事务，实现党领导社区治理、依靠
群众加强社区治理。实践证明，只有把
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了，才能为加强和完
善社区治理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让百姓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和谐
稳定，是社区治理的根本目的。上海
的实践表明，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创
新社区治理体制和方式，要始终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让人民
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尊重群众、了解
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充分发挥群
众的作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把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逐步变成现实。

上海浦东陆家嘴街道市新居民区党总支与东方医院党委等举办“社区大管
家”公益项目对接会。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一股团结向上的力量
李治国

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
在辽宁、江苏、广东等地公安机关密切
配合下，浙江公安机关打掉一个以海
外医疗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抓
获犯罪嫌疑人132名，冻结涉案资金
7000余万元人民币，扣押假药3000
余箱。近年来，一些人不惜重金到海
外接受医疗服务，但由于行业不规范、
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患者海外就医面
临风险大、无保障、维权难等诸多问题。

今年1月份，浙江嘉兴市公安局
接到王女士报案称，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她被嘉兴某美容院以出国检
测治疗癌症，购买名为“癌盾”的药品
等方式诈骗600余万元人民币。

经警方了解，王女士曾在电视上
看到了一款美容产品，打听到当地有

连锁店，就慕名前往。几次体验下
来，彼此建立了信任，她成为这家店
的忠实粉丝。记得有一次，美容顾问
跟王女士说，为了回馈老客户公司安
排她免费去泰国旅游体检，王女士欣
然前往。

在泰国，王女士受到热情接待，
无论是接机服务还是入住的酒店都
是奢华标准。第二天，她在美容院陪
同人员的带领下进行了体检，并参观
了泰国芭提雅医院。第三天，王女士
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这份体检报告是
全英文打印的，由一名自称是国际防
癌联盟组织的中国医生为她解读报
告。这位医生在报告上画出一个项
目，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癌胚抗原，并
告知她的癌胚抗原超标了，需要引起
注意，随后向她推荐了“癌盾”产品。
而一套“癌盾”产品虽然价格昂贵，但
是对于不差钱又重视养生的人群来
说，价格不是问题。

案情上报后，公安部对此高度重

视，将其列为督办案件，部署涉案地
公安机关迅速核查案件线索，强化联
动。4月24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
署下，辽宁、江苏、广东等地公安机关
统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
疑人 90 名。此后，公安部继续组织
分步推进案件侦办工作，湖南、重庆
等地公安机关又相继抓获嫌疑人42
名。至此，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32 名，冻结银行卡500 多张及资金
7000余万元人民币，扣押假药3000
余箱，彻底摧毁了该犯罪集团。

记者了解到，自2014年起，大连
思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全国范
围寻找代理商，由代理商发展下线美
容院，再由美容院寻找受害人，进而
实施海外医疗诈骗，并形成了一条

“前期有优质客户筛选、免费旅游、诱
骗出境，中期有医疗会诊、实施诈骗，
后期有客户回访、制作网站、掩盖事
实”的“线型”诈骗产业链。

经检测，所谓“癌盾”的主要成分为

番茄红素和青花素。为规避监管，大连
思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国内生
产，出口美国后再进口，将“癌盾”灌装
入自行设计的外包装盒内，贴上美国原
装进口标签。以9.8万元至39.8万元人
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受害人配合治疗，而
实际价值仅为几百元人民币。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此类诱骗我国公民赴境外检查身体、
治疗疾病进而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发，
犯罪团伙采取公司化模式运作，精心
编制诈骗陷阱，犯罪手段欺骗性强，
严重损害了广大公民合法权益。

专家建议，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旅游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海外就医旅
游等方面的监管。针对境外医疗旅
游市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厘清
旅行社、中间代理、患者三方在医疗
旅游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规范
签证代理、医疗诊治、术后随访以及
纠纷处理等相关环节，加强境内代理
机构的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公安机关破获特大海外医疗诈骗案——

警 惕 海 外 医 疗 藏“ 陷 阱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徐秋：保卫家园 以身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