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东部省市将结合
当地党委政府东西扶贫协作规划
要求， 把支持西部地区职业教育
与 继 续 教 育 发 展 作 为 教 育 援
建 工 作重点 ， 纳入对口援建总
体规划。

全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
计划落实协议书8日在兰州签署，
北京、 内蒙古、 天津、 甘肃、 上
海、 云南、 江苏、 宁夏等东西部
16个省区市将在职业教育中对口
帮扶， 我国职业教育进入东西协
作推进、 共同发展的时代。

2016年， 教育部和国务院扶
贫办印发了2016—2020年职业教

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 决定按照
中央确定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关
系， 东西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开展对口协作， 实施东西职业院
校协作全覆盖行动、 东西协作中
职招生兜底行动、 职业院校参与
东西劳务协作等工作任务， 共同
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

按照要求， 西部省区市将设
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对口支援全
覆盖工作， 做好援受双方信息沟
通、协调等工作。实施过程中，东
西部省区市指导相关职业院校采
取校际结对、专业联盟、职教集团
等深度帮扶方式实施对口支援。

东西部协作共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砥砺

奋进的 年55

“健康红利”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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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９日８时 ， 随着首
趟动车组列车———西安北至兰州
西Ｄ２６５１次列车缓缓驶出西安北
站， 宝鸡至兰州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 西北的甘肃、 青海、 新疆由
此融入全国高铁大家庭。

宝兰高铁全长４０１公里 ， 运
营时速２５０公里 ， 于２０１２年开工
建设， 设宝鸡南、 天水南、 定西
北、 兰州西等８个车站。 主要承
担甘肃、 青海、 新疆对外直通客
流， 兼顾沿线大中城市间的城际
快速客流， 是一条高标准、 高密
度、 大能力的高速铁路。 宝兰高
铁通车后， 兰州与西安之间的旅
行时间从目前的６个小时缩短至３

个小时。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道中
陆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宝兰
高铁是我国西北与中东部的铁路
客运主通道， 它的通车运营将显
著提高欧亚大陆桥铁路通道运输
能力， 助推 “一带一路” 建设。

２０１４年年底， 全长１７７６公里
的兰新高铁开通运营， 甘肃、 青
海、 新疆步入高铁时代。 但由于
宝兰高铁未建成， 兰州、 西宁、
乌鲁木齐并未与中东部城市实现
高铁连接。 随着宝兰高铁的通车
运营， 兰新高铁全面纳入了全国
高铁网。

宝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新华社电 9日召开的湖南全
省防汛抗灾新闻发布会透露， 6
月22日以来湖南遭受了近年来历
时最长、 范围最广、 强度最大的
降雨过程 ， 造成全省14个市州
120个县市区受灾。 据初步统计，
到7月8日10时， 全省共有1223.8
万人受灾， 83人死亡或失踪。

6月22日以来 ， 湖南省发生
了历史罕见的特大雨情汛情灾
情。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罗毅君介绍， 这一轮强降
雨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降雨
历时长， 范围广， 强度大。 二是

洪水来势猛， 组合恶劣， 超历史
站点多。 湘江干流全线超保证水
位， 洞庭湖最大入湖流量、 出湖
流量均为1949年以来最大值。

这次特大严重洪涝灾害发生
后， 湖南省各级党委、 政府积极
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抗灾。 湖南省
防指成员单位各司其职、 密切协
作， 及时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湖
南省防指根据各地抢险需要调拨
冲锋舟50艘 、 编织袋320万个 、
彩条布303万平方米、 移动排涝
设备30台套支援各地抗洪抢险。

湖南遭遇近年来最严重洪涝灾害

7月7日， 来自首都及全国的200余家医疗机构的专家志愿者及爱
心人士、 海外专家， 媒体志愿者共800余人从首都分别乘坐四架国航
包机前往林芝市、 拉萨市和西藏山南地区， 开展以 “凝心聚力汇大
爱， 健康帮扶惠仁心” 为主题的 “2017同心·共铸中国心” 西藏行大
型医疗公益活动。 7月8日—9日， 记者跟随 “红三连” 15位专家志愿
者作为先头部队来到了位于米林县的里龙乡卫生院和多卡医疗点为这
里的近千名百姓进行了义诊。 据了解， 本次西藏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
以林芝市为主活动区域， 志愿者分别前往林芝市的巴宜区、 米林县、
朗县、 工布江达县、 波密县、 墨脱县和察隅县开展为期9天的义诊巡
诊、 爱心捐赠等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新医改构建“健康中国”：

首都百名专家 西藏开展义诊

新华社电 从开采出气 ， 到
完成预期任务、 实施关井作业 ，
我 国 首 次 海 域 天 然 气 水 合 物
试 开 采 共 持 续 了 整 整 60天 时
间 ， 创 下 了 产 气 时 长 和 总 量
的世界纪录 。

60天的背后， 是20年的艰辛
追赶历程———与国外相比， 我国
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调查与评价
工作起步晚、 起点低， 中国海洋
地质科学队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
础上， 完成了对世界先进水平的
赶超。

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
物， 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潜力的
新型洁净能源之一。 早在20世纪
60年代， 国际上就开始对其进行
勘探与研究 。 20世纪80年代初
起， 美国、 日本、 印度、 德国等
国家纷纷将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
查和开发利用纳入其国家能源中
长期发展规划， 并编制了详细的
发展路线图。

1998年12月， 以新一轮国土
资源大调查为契机， 中国地质调
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开始在
南海寻找可燃冰。

2002年， 我国批准设立天然
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与评价专项，
正式拉开了我国大规模 、 多学
科、 多手段开展海域水合物资源
调查评价的大幕。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
地质调查局专家介绍， 专项实施
10年 ， 成功运用地质 、 地球物
理、 地球化学多手段综合调查方
法， 在南海北部多个区域， 有力
证实了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
源的存在。

专项实施期间， 我国于2007
年4月至6月， 实施了南海水合物
首次钻探， 并在神狐海域钻获高
甲烷含量的水合物实物样品。 这
也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 日本、
印度之后第4个在海底钻获水合
物实物样品的国家。

从2011年开始， 我国启动新
的国家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与试采
专项。2013年5月至9月，我国在珠
江口盆地东部海域实施水合物钻
探，钻获了大量块状、脉状、分散
状等多种类型的水合物样品。

2015年3月至5月， 我国使用
自主研制的 “海马” 号4500米级
非载人遥控潜水器， 在珠江口盆
地西部海域发现了海底 巨 型 活
动性 “冷泉 ” ， 被命名为 “海
马冷泉 ” ， 随后通过大型重力
活 塞 取 样 器 直 接 在 “ 海 马 冷
泉 ” 区海底浅表层采获天然气
水合物实物样品， 凸显科技创新
的强大力量。

今年3月始， 国土资源部中
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我国首次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从5月
10日试采点火 ， 截至7月9日 ,试
采实现60天连续产气， 累计产气
超过30万方， 实现了我国天然气
水合物开发的历史性突破。

一剂鱼精蛋白临床手术用
药， 因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
改革完善， 让心脏病患者 “生命
的等待” 不再漫长； 一张新农合
出院药费结算单， 随着跨省异地
就医联网推进 ， 减去患者 “垫
资” 之负……

建成覆盖９５％人口的基本医
疗保障网、 居民县域内就诊率已
达８５％、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扩至
２００个城市……我国新一轮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创出历史速度， 走
出构建健康中国关键一步。

化“痛”为“通”
强化基层服务

居住在上海的蒋继文今年９４
岁高龄， 患有心率失常、 房颤等
慢性病。 过去， 子女带着老人在
大医院各个科室跑来跑去， 不仅
花钱多， 对老人也是很大折腾。

从２０１５年启动签约， 到２０１７
年形成患者自愿选择一名家庭医
生、 一家区级医院和一家市级医
院签约的 “１＋１＋１” 服务模式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刘玮
成了蒋老一家的家庭医生。

“有了刘医生做家庭医生 ，
高血压、 心脏病等症状可以随时
咨询他。 还能 ‘延伸处方’， 不
用再去大医院挂号就能在社区拿
两周用量的药， 心里真是踏实！”
蒋老的女儿说。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 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已走进上海２１８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全国， 这一
签约比例达到２２％， 在患大病慢
病等重点人群中已达３８．８％。

这一数据的背后 ， 是党中
央、 国务院对构建合理医疗服务
体系的科学预判。

从２０１５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
意见》，到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鼓励构建医疗联合体， 医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日渐清
晰。山西省医改办主任、省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冯立忠认为， 分级诊
疗是破解看病难的治本之策，是

强健基层卫生服务的有力抓手。
五年来， 从 “北上广” 大医

院的人满为患 ， 到 “小病在基
层、 大病到医院、 康复回基层”
的合理就医秩序逐渐形成； 从应
对每年近８０亿的全国诊疗人次，
到８０％的城市和５０％的县开展了
分级诊疗试点， 我国在破解医改
这个世界性难题上， 探索出了中
国式解决办法。

“医疗卫生体制不能再是单
打独斗， 而要形成以功能定位为
核心、 相互配合的一体化服务体
系。 ”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
年指出，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要把“倒三角”变为“正三角”，让
“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再是“镜
中花、水中月”。

保障“托底”
补足“短板”

甘肃， 定西市渭源县上湾乡
周家窑村。

５４岁的村民赵华患有主动脉
根部瘤、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和冠
心病。 家里靠种大豆、 药材， 正
常年景收入每年也就两万块钱。
几年看病下来， 花光了家底。

中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最大
短板， 仍然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和
贫困地区 。 十八大以来 ， 党中
央、 国务院把７０００万农村贫困户
的民生放在心头、 扛在肩上。

２０１７年， 甘肃省实施农村贫
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规定对５０
种农村重大疾病实行单病种付
费。“是好政策帮我捡回了条命。”
享受到这一政策好处的赵华说。

从小小山村到全国城镇， 一
个全球最大的医疗保障网逐渐织
就：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超过１３亿， 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推进实施， 疾病
应急救助制度全面建立。 ２０１２年
至今， 大病保险已累计赔付资金
超过３０００亿元； ２０１６年健康扶贫
工程启动， 已有８省区９．２万名大
病患者得到集中救治。

五年来， 基本医保全国联网
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稳步推进。
据人社部统计， 目前全国已有３０
个省份１５６３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
跨省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让
信息 “多跑路 ” 、 群众少 “跑
腿”， 正成为现实。

绩效凸显
共享“红利”

新型城镇化 、 人口老龄化 、
疾病谱变化……面对一张张亟待
回应的 “民生答卷”， 转型期的
中国社会交出 “亮眼成绩单 ”，
实现 “一升两降”： 人均预期寿
命从２０１０年的７４．３８岁提高到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６．３４岁 ;孕产 妇死 亡 率 从
２０１０年的３１．９ ／ １０万降为２０１６年的
１９．９ ／ １０万 ;婴儿死亡率从２０１０年
的１３．８‰降为２０１６年的７．５‰。

事实证明， 新医改用较少的
投入取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认
为， 中国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方
面迅速迈进，改革成就举世瞩目。

成就得益于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上 “下功夫 ”。 现在 ，
我国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补助标准提高至４５元， 实施１２大
类４５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 覆盖居民生命全过程。

成就来自于强有力的财政保
障。 ２０１６年， 全国财政医疗卫生
累计支出１３１５４亿元 ， 比２０１５年
同期增长１０％。

成就根植于高质量医疗卫生
人才 “再造血”。 国家卫计委副
主任马晓伟说， ２０１５年每千人口
执业 （助理） 医师数增加到２．２２
人 ， 注册护士数增加到２．３７人 。
为应对 “全面两孩” 落地带来的
生育高峰 ， 今后５年我国力争增
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１４万名。

据新华社

从20年到60天：

我国海域可燃冰勘查试采“赶超记”

83人死亡或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