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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

的主体，是深化医改的重点和难点，

直接关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的成效，深刻影响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公立医院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下一

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健康

中国提供有力支撑？近日，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日友好

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对公立医院的定位是怎

样的？

宋树立：从建党之初，

党就十分重视人民健康。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

大就把保护劳动者健康和福利写入党的纲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公益医疗卫生体系快速建

成，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卫生健

康发展道路，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的快速提升。

2003年“非典”之后，党把卫生健康事业摆在更重

要的位置，更重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并于

2009 年启动新一轮医改。新一轮医改以“一个目

标、四梁八柱”为主要核心内容，明确提出把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确定了人

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确立了新农合作

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2012年，北京、

深圳等地率先进行医药分开试点，倒逼公立医院

停止“以药养医”，实行近 60年的药品加成政策开

始退出历史舞台。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增强。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民健康作为全面小康

的重要基础，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公立医院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

宋树立：党把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

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基本职

责，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基本

医疗保障网。

一是公立医院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公立医院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据统计，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公立医院共 11930家，人员数和床位数

分别为 600.2 万人和 497.6 万张。截至 2020 年 10

月，全国已经有 900家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协作

网覆盖所有的地级市 2.4 万余家医疗机构，5500

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可以提供线上服务。

二是出色完成对口支援等公益任务。在健康

扶贫和对口支援方面，全国1097家三级医院，对口

支援832个贫困县的1172家县级医院，城市三级医

院累计派出超过8万人次医务人员，帮助新建临床

重点专科 3700 多个，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5.3 万余

项，贫困县医疗能力明显提升。在层出不穷的全球

挑战和灾难面前，“中国援助”从未缺席，从1963年

至2020年，累计派出援外医疗队员2.6万人次，足迹

遍布7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约2000人次获得受援

国政府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种国家级荣誉。

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中流砥柱作

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

系的主体，公立医院为广大患者提供了坚强保

障。在疫情暴发初期，武汉本地的多家医院作为

定点医院冲在最前线。从 2020年 1月 24日开始，

全国各省区市和军队系统共派出 340多支国家医

疗队42600多人支援湖北，其中超过98%来自公立

医院。接管重症病区的国家医疗队均来自国家医

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各省份的区域医疗

中心。中日友好医院派出 164人医疗队并携带医

疗设备及物资驰援武汉，是唯一一支同时承担重

症、方舱、科研三项任务的国家医疗队。

记者：下一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推动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宋树立：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公立

医院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源匮乏、区域分布不均

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突出。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明确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方向、举

措，是新阶段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对全

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营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方

面，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领导责任、投入保障责

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加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建设力度。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建立健全体

现技术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提高

医疗服务收入占总医疗收入的比例。深化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开展 DRG 付费国家试点。建

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进一步落实公

立医院人员编制标准和用人自主权。

在提高公立医院自身实力方面，以满足重大疾

病临床需求为导向建设临床专科，重点发展重症、

呼吸、感染、儿科、麻醉等专科，加强中医科室建设

和发展。推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技术和方案的创

新，联合做好先进医疗设备的引进和国产化，畅通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持续提升医疗质量管理水平，

推进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推

动电子病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

慧医院建设，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诊疗。建

立医院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对病例组合指数、

成本产出等进行监测评价，减轻患者负担。

记者：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健康中国建设的推

动者，如何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调动

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宋树立：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

解决好人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保护发挥好广大

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近年来，我

国在改善医务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同时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的措施也应进一

步落实落地落细。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

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坚持分层分类评价，遵循

医疗行业的特点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合理设置评

价标准；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注重临床工作质

量指标，探索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破除“四唯”等

不良倾向；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帮助医务人

员树立职业认同感。

所谓“大医”，都是始于心诚，而成于精湛。我

们期待，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实

现工作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近日，由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牵头筹建的全国大健康

产业园共同体在北京成立，14个医疗产业园区成

为共同体首批成员单位。今后，这些医疗产业园

区将加强协作，优化大健康产业资源配置，创新大

健康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建立一套国际通行

的大健康产业园区发展规则，提升我国大健康产

业发展水平。

作为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医疗特

区”，乐城先行区通过先行先试特许政策、推进极

简审批等措施，打造我国医疗领域开放高地。越

来越多的知名医疗机构及医药器械商纷纷选择

与乐城先行区“牵手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扶持乐

城发展。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海

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并给

予九项政策支持（又称“国九条”），允

许先行区进口、使用尚未在国内获

批的新药、器械与设备。2019年

9 月 16 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建设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的实施方案》，进一

步放宽政策，推动乐

城步入发展的快

车道。

在诸多政策扶持下，乐城成为国际先进药

械进入中国的门户。“‘国九条’有 4 个特许

——特许医疗、特许经营、特许研究、特许国

际交流。”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刘哲峰介绍，“在先行区内，允许使用国际最前

沿、未在国内上市的新药品、新器械、新疫

苗；而且进口、注册、审批都很快速，还能适

当降低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关税。只要通

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认证的药械，乐城

就可以申请使用。”

今年 1 月，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建立了企业联

络员工作制度，把企业自己跑变成管理局替企业

跑。目前，园区办理审批事项，从最初用时 27 天

至180天缩短到现在最快1天就能完成审批；进口

的医疗器械最快 1 天就能用上，患者等待的时间

大幅缩短。

“全国每年有不少人去国外看病，为的都是寻

求国外最新的药物、最好的医疗器械。如今，乐城

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刘哲峰表示，“乐城先

行区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壤，乐城先行区的

未来值得期待。”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顾刚表示，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先行区将发扬解放思想、敢闯

敢试、大胆创新的精神，加快推进医疗药品监管制

度创新，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一流营商环

境，蹚出一条具有乐城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重要标志。。在实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奋奋

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卫生健发展卫生健

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同国

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

以来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

展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医药卫生改医药卫生改

革深入推进革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健康中国””逐渐成为逐渐成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

力支撑力支撑。。

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

的的 3535 岁上升至如今的岁上升至如今的 7777..33 岁岁；；建立建立

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启动启动

健康扶贫工程让贫困人口大病得到健康扶贫工程让贫困人口大病得到

及时救治及时救治；；先后出台先后出台《《““健康中国健康中国

20302030””规 划 纲 要规 划 纲 要》《》《健 康 中 国 行 动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19——20302030年年）》）》等等；；抗击新冠肺炎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一项项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一项项

成绩的取得成绩的取得，，证明我国卫生健康事证明我国卫生健康事

业正向着全面覆盖和相对公平的方业正向着全面覆盖和相对公平的方

向奋力前行向奋力前行。。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我国

卫生健康领域也面临着多重疾病负卫生健康领域也面临着多重疾病负

担并存担并存、、多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多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

复杂状况复杂状况；；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

健康需求正持续快速增长健康需求正持续快速增长；；突发急突发急

性传染病传播迅速性传染病传播迅速、、波及范围广波及范围广、、影影

响深远……我们仍需采取更多扎实响深远……我们仍需采取更多扎实

有效的举措推动医疗发展模式的转有效的举措推动医疗发展模式的转

变变，，把健康中国建设各项工作落到把健康中国建设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实处。。

““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期间，，我们要牢固树我们要牢固树

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继续坚持预继续坚持预

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从以治病为中从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积极推动健康中国行动积极推动健康中国行动。。

具体而言具体而言，，就是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就是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努力在努力在

健全分级诊疗制度健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等方全民医保制度等方

面取得突破面取得突破，，推动医疗推动医疗、、医保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医药联动改革，，更有力地保障更有力地保障

全民医疗健康全民医疗健康。。

医疗改革“试验田”蹚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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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公立医院 服务百姓健康
——访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

图图①① 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2020

日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放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放

射影像会诊中心射影像会诊中心，，医生通医生通

过互联网调取检查影像的过互联网调取检查影像的

方式对一名患者进行远程方式对一名患者进行远程

会诊会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黄宗治摄摄

图图②② 科兴公司新冠科兴公司新冠

疫苗生产车间疫苗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摄摄

图图③③ 20192019 年年 1010 月月

1717 日日，，湖南湖南江永县知青广江永县知青广

场场，，医务人员为群众义诊医务人员为群众义诊。。

田如瑞田如瑞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

记者记者吴佳佳吴佳佳采写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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