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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海南农垦卫生系统属地化管
理!!"#$年前"启动农垦卫生系统移交地方
政府管理试点#!%&'年前"全面完成农垦卫
生系统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到!%&'年" 基本实现小病在乡村或社
区$ 大病不出县" 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
高到(%)左右! 卫生总费用增长得到合理
控制! 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

财政支出增长幅度" 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
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 到!%&'年"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
$%)以下!

据初步测算"!%&!*!%&'年" 我省各级
财政医改资金投入将达!$+,$'亿元"年均增
幅为&&-! 其中中央$ 省和市县分别投入
+(,"'亿元$.','/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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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力争人均寿命达到+'岁! 国
家标准为+0,'岁"我省目前已经达到+0,/岁!

提高城乡居民财政补助标准&!%#'年
达到$.%元以上1年'人! 巩固和提高住院保
障水平!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左
右" 最高支付限额分别达到!.万元以上和
&'万元以上! 据悉"!%&&年我省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医保$ 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和+%-左

右"最高支付限额分别达到!$万元$&%万元
和/万元左右!

!%&'年"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门诊费
用支付比例达'%-以上"推进职工医保门诊
统筹#提高门诊特殊病种报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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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政府投入责任# 严格控制建设标
准$规模和设备配备#禁止公立医院举债建
设! 改革补偿机制! 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
策" 将公立医院补偿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

补助两个渠道! 全面推行便民惠民措施#逐
步实现同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 加快
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合
作机制# 进一步完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节

机制!

全面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年
启动试点"!%&'年实现阶段性目标"全面取
消药品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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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和高层次人才
的培养#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大幅提升以海
南医学院为重点的我省医学教育能力和水

平! 开展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服务模式改
革试点"积极推进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模式"

逐步建立全科医生与居民契约服务关系"

为居民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制定并
落实鼓励全科医生长期在基层服务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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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实施方案% 指出& 力争实现每$*&%万
名常住居民或&个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

有 &家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到
!%&'年 " 全省乡镇卫生院达标率达到
('-以上# 明显提高乡镇卫生院门急诊

量占门急诊总量的比例! 新增全科医生
&$%%人以上# 全省基层医疗机构专业技
术人员比例达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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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加快建立统筹
城乡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年全面实
现基本医保省级统筹" 初步实现跨省医疗
费用异地即时结算和基本医保就医 )一卡
通*全省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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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对救助对象政策
范围内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救助比例逐步提
高到+%-以上#!%&$年在全省范围内启动
城市医疗救助与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医保
)一站式*同步结算服务#建立健全省级惠
民医疗服务机制!

扩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 将公立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纳入实施范围#鼓
励将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范围"

在公立医院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将公立医
院$ 国有或集体企业等单位举办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全部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

围"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落实相关补
偿和考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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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 (实施方
案%指出&探索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大病
保险或建立省级重特大病症基金# 逐步推
进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

��O�²³´~���µ

!",-

!"

.

!#

/0

+记者 !"

实习生 #$%

, 为促进民办学校健康
发展" 海南省教育厅&!日召集我省民
办中小学校$职业学校$高校代表开座
谈会"为民办教育立法工作建言献策!

数十家民办学校代表同声呼吁" 能否
以奖励有突出贡献的民办学校教师给
予事业编制等方式" 填平民办学校教
师与公办学校教师待遇差距" 解除民
办学校教师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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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里" 最令我揪心的事"

是接到优秀老师递来的辞职申请书!

学校为培养优秀教师费尽心血" 但人
往高处走"人家进入公办学校后"待遇
能够提高"可以得到事业编制"可以购
买保障性住房"你好意思拦住吗- *一
位民办学校校长无奈地说!

民办中小学校停办的报道屡见报
端! !%&%年秋季"位于海口市琼山府城

勋亭路$$号的华兴分校停办#!%&&年秋
季"海口海天学校停办高中部#!%&!年
秋季"海口蓝盾学校停办初中部..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
会曾对我省民办教育促进法执法情况
进行调研" 发现民办学校存在教师队
伍不稳定"流动频繁的问题! 主要原因
是" 一些办学水平较低的学校资金不
足"教师待遇偏低"不少民办学校教师
的工资是公办学校教师的.%-左右!

而且" 教师退休后的养老金远远低于
同类同级公办学校教师的水平! 一部
分民办学校教师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和
享受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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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最)牛*的民办学校的校长"也
为教师流失伤透了脑筋! 海口寰岛实
验小学校长席小琴说" 优秀教师的严
重流失"是民办学校的致命伤! 对于优
质民办学校来说" 其优秀教师的流向

多为公办学校! 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
是民办学校对教师的各项能力要求更
高"教师工作压力大#二是绝大多数民
办学校无法为老师们解决住房问题!

有的老师感叹" 奋斗一辈子也挣不到
一套商品房"不如公办学校的老师"可
以购买保障性住房# 三是退休后待遇
低! 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拿
着同样的教师资格证" 承担一样的育
人工作" 但退休后的养老金与相同资
历公办学校教师相比"存在很大落差!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段
仕银提出"对于民办学校来说"教职工
的户口不能迁入"是导致教职工队伍不
稳定的另一原因! 比如"海南科技职业
学院现有教职工'//人" 只有$.人迁进
学院集体户口"给子女入学带来不便!

还有一些民办学校负责人指出"除
退休金的落差之外"部分市县的民办学
校教师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审$进修培
训$课题申请$评先选优$国际交流等方

面与公办学校教师的差距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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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民办学校代表建议" 各级政
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列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
法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扶持和鼓
励民办教育的发展# 省级政府应依法
设立民办教育发展基金" 用于奖励为
发展海南省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
民办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要将民办教
育的发展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总
体规划"特别是在征地$基建等方面享
受与公办学校同样的优惠政策!

一些代表提出" 为稳定民办学校
的师资队伍" 能否给予事业编制奖励
民办学校的骨干教师- 或者采取措施"

拉平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退
休后工资的差距! 比如"温州实行民办
教育综合改革"在师资待遇上"凡取得
相应教师任职资格$ 参加人事代理并

从事相应教育教学工作的民办学校教
师" 均按公办学校教师标准参加事业
单位社会保险" 并享受与公办学校教
师同等的退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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