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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纵横谈

机构机构

人过中年，很多人站
也不舒服，坐也不舒服，觉
得浑身上下像生锈一样，最
初不在意，直至腰膝关节疼
痛麻木、肿大变形，严重影
响到生活。【千年活骨膏】是
以跳伞员腰膝关节病为课
题，潜心研制而成的准字号
产品。其方精选骨碎补（补
骨生髓）、千年健（祛痛消
肿）等多味地道中药，遵照
古法加入香油，手工熬制成
膏。适用于膝关节退变、
骨刺、滑膜炎、半月板损
伤、颈腰椎间盘突出、膨出
等症引起的疼痛、肿胀、僵
硬、坐骨神经疼、蹲起困难
等病症。经络疗法，穴位
贴敷，按疗程使用效果更
佳。千金易得，健康难寻！
免费热线：400-000-6578
400-805-8585（北京空总
医院本草堂医药部）全国免
费邮寄，药到付款。皖械注
准 20172260007 皖医械广
审(文)第 2017110086 号 请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 经济信息

香油膏
妙治颈腰椎 膝关节病

本报讯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4 月 1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发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措施，缓解看病就
医难题；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
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

为减轻癌症患者药费负
担并有更多用药选择，会议决
定，一是从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
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
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

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
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
现零关税。较大幅度降低抗
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
负。二是抓紧研究综合措施，
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口创
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
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急需抗癌
药的价格有明显降低。三是
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将临
床试验申请由批准制改为到

期默认制，对进口化学药改为
凭企业检验结果通关，不再逐
批强制检验。四是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对创新化学药设
置最高 6 年的数据保护期，保
护期内不批准同品种上市。
对在中国与境外同步申请上
市的创新药给予最长5年的专
利保护期限补偿。五是强化
质量监管，加强进口药品境外
生产现场检查，严打制假售
假。（摘编自《北京晚报》）

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零关税

本报讯 4 月 11 日，疑似
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青铜虎
鎣”在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被

“强行”拍卖，最终以41万英镑
的价格成交。

在得知英国坎特伯雷拍
卖行即将拍卖疑似中国圆明
园流失文物后，国家文物局曾
通过多种渠道与该行进行沟
通，要求其终止拍卖活动。然
而，这一合理要求却遭到了坎
特伯雷拍卖行的拒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6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流失
海外的文物多达164万件。其
中圆明园流失文物占据了绝
大部分，至少一百万余件。珍
贵文物回家道路坎坷。目前，
这些文物的“回家之路”主要

包括依法追讨、商业回购、政
府间外交谈判和捐赠。此前，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大
部分都是通过拍卖的途径“回
家”：保利集团于2000年分别
拍得猴首、牛首、虎首。2003
年，著名实业家何鸿燊向中华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
捐赠600万港元，从美国藏家
手中购得猪首铜像后捐献给
国家；2007 年，何鸿燊再次购
得马首铜像，并捐献给国家。
（摘编自《成都商报》）

疑似圆明园流失文物被强拍

本报讯 近段时间，北京、
上海、西安、武汉等20余城市
纷纷出台人才新政，掀起了新
一轮“人才争夺战”，而且人才
抢夺战正在悄悄起变化。

人才之争不再只是高精
尖、领军型，众多的基础性人才
也成为各地极力争取的香饽
饽。李宗贤是杭州千汇人力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片区
的负责人，他感觉，从2016年
开始，杭州不少企业在招人时，
对中间层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一轮人才争夺，还体现
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大概四五
年前吧，我们的一线工人初高
中毕业就可以了，现在起码大
专以上学历。行政人员基本
都是本科以上。”浙江喜临门家
具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
忠华说，本科学历如今到公司
应聘主要是做营销，或者一般
的行政岗位。机器换人、产业
升级，经历这样改变的企业，对
人才的需求和以前大不一样。

此外，招才范围的扩大还

和如今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
有关。“绍兴老龄化程度偏高，
举个简单的例子，晚上 9 点以
后很多饭店都打烊了。”浙江省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罗继红说，从这个层
面考虑，也需要大量引进高校
毕业生，年轻人多了，城市才更
有活力。浙江省萧山人才办
相关工作人员也直言，周边都
在抢年轻人，再不出手就晚
了。（摘编自《南方都市报》《钱
江晚报》）

“抢人”大战有着老龄化因素

此次机
构 改 革 中 ，
第81集团军
政委方永祥
少将出任了
新组建的退

役军人事务部的副部长。这
意味着，这个专司退伍军人服
务的部门迎来了军内领导，可
谓“自家人管起了自家事”，而
类似的“将军部长”并不多见。

将军给部长做副手

方永祥是福建人，今年52
岁。此次进京述职前，他曾长
期在原南京军区所属部队服
役，资料显示其曾任第31集团
军某师政委、第 1 集团军政治
部主任。这位基层经历丰富
的少将被媒体称为退役老兵
在新主管部门中的“娘家人”。

除了方永祥任副部长，目
前披露出来的退役军人事务
部部长是长期任职于民政部
的孙绍骋。公开简历显示，年

长方永祥 6 岁的孙绍骋 1984
年大学毕业后便进入民政部
工作，其在民政部的工作履历
中同样没少和军队打交道。
此番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可
谓将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软
件、硬件都得到了优化。

避免政出多门推诿扯皮

据公开数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累计约有
5700 万退役军人。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既有体制机制暴露出越来越
多的问题。民政部原优抚安
置局退役士兵安置处处长邹
波在公开演讲中曾透露，其开
展工作需要找国务院各个职
能部门或者地方政府，“要么是
要优惠政策，要么就是要钱要
岗位，实际工作难度大”。

实际上，士兵、军官的退
役安置工作一直分由不同部
门负责。1951 年底中央设立
专业建设委员会专司军转干

部安置工作。1975年，邓小平
亲自批准成立国务院军转干
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再到
2008年那轮国务院机构改革，
组建人社部下设军官转业安
置司。而和军转干部安置不
同，士兵退伍安置工作最初由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下设的
优抚司主管。随后几十年几
经辗转，此次机构改革前由国
务院民政部优抚安置局负责。

一直以来，安置退伍军人
的职能涉及若干国家部委以
及多个军内部门。曾在原总
政干部部老干部局任职的朱
少军总结称，退役军人安置工
作涉及党、政、军 10 多个职能
部门，存在职责和权利不明确、
集中与分权不当问题。由于
缺乏一个权威的决策机构，遇
到矛盾困难和意见分歧时，各
单位很难协调一致。

此次新组建退役军人事
务部的思路，即化零为整，避免
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的现象。

根本解决政府的“无限责任”

体制机制得到了优化，人
员配备得到了调整，那么下一
步的工作将如何开展？全国
政协委员、国防大学联合勤务
学院联勤管理系主任郝万禄
此前透露了自己的看法。

郝万禄认为，保障范围应
更加合理。要适应独生子女
成为退役官兵主体的客观态
势，推动政策优待范围向退役
军 人 家 庭 成 员 全 员 覆 盖 延
伸。另外，保障方式上，应由转
业安置保障为主向退役安置
保障为主转变，从根本上解决
政府的“无限责任”问题。由国
家“大包”向主要负责基本生活
待遇和提高就业能力转变。

国际上，不少国家都规
定，退役军人可继续在军队的
医疗系统享受免费医疗，同时
家属也享受部分减免。另外，
一些国家还提供了技能培训。
（摘编自《中国退伍军人杂志》）

国务院新部门调来一位将军

■国际速读

乌克兰宣布将退出独
联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12日表示，乌将正式退出独
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并
将关闭位于白俄罗斯明斯
克的乌驻独联体总部各相
应机构的代表处。独联体成
立于 1991 年 12 月，是由原
苏联大多数共和国组成的地
区多边合作组织，目前共有
9 名正式成员，分别为亚美
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摘编
自《新消息报》）

拉美监狱频发暴动 巴
西北部帕拉州政府 10 日通
报说，该州一监狱当天发生
越狱事件，一伙犯罪分子利
用爆炸物和枪支等企图炸
开监狱墙体，帮助囚犯逃
脱，随后警方同犯罪分子发
生交火，造成21人死亡。在
一些执法部门力量相对薄
弱的拉美国家，监狱骚乱、
暴动等新闻屡见不鲜。巴西
司法部长今年 1 月宣布，将
实施以减少凶杀案件、打击
有组织犯罪和改善监狱系统
为核心的全国安全计划。（摘
编自《新快报》）

日本大和市宣布 70多
岁不能算老人 日本神奈川
县大和市 11 日宣称要打造

“不称70多岁者为老人的城
市”。该市说，在超老龄社
会中，有必要改变一般将65
岁以上视为老龄者的固有
观念。希望这一代人能符
合其意愿和能力，一直生气
勃勃地活跃。市长强调，希
望通过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来提高终身工作意识，无论
多 大 年 纪 都 能 活 跃 于 社
会。（摘编自《金陵晚报》）

●为进一步完善食品
药品举报奖励制度，加大
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
治格局，日前，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对 2013 年印发
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办法》进行了修订。

《办法》提高了举报奖励标
准，将各等次举报奖励的
最低额提升到原来的两
倍，同时根据各地举报奖
励实施情况，将单次举报
奖励限额从原来的30万元
提高到50万元。举报奖励
根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
查证结果，分为三个奖励
等级。各省级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可结合本行政
区域实际综合计算奖励金
额，每起案件的奖励金额
原则上不超过50万元。（摘
编自《羊城晚报》）

●《中国英语能力等
级量表》12 日由教育部和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正式发布，这是面向我国
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
力测评标准。标准将学习
者的英语能力设为 9 个等
级，有助于解决目前英语
考试种类繁多、标准各异、
但难以比较、互不衔接等
问题。据悉，量表将从今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目前教育部考试中心正着
手在量表的基础上研发英
语能力等级考试，减少重
复考试，为提升考试系统
性奠定基础。具体实施方
案正在研究中，一旦确定，
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摘编自《现代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