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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

九年以上免费教育将分步实施
□据新华社消息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义务
教育均衡等问题备受关注。 教育部
副部长刘利民通 过教育部新闻 办
“微言教育” 新媒体平台进行微访
谈。 对于最近大热的“多校划片”政
策，刘利民表示，“多校划片”只是阶
段性的补充措施，解决择校问题，最
终还要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对于
大家关心的未来是否会实施九年以
上免费教育，刘利民称，国家正在研
究，将分步实施。
最近， 北京实验二小附近的学
区房卖出 46 万元每平方米的高价，
使得择校热等教育均衡的矛盾再次
曝光。 对于网友提出的“
如何看待北
京学区房价格持续高温问题， 多校
划片政策能让教育资源均等化吗”
的问题，刘利民表示，国家大力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校际差距明显
缩小， 但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仍然存在。
“在总结地方实践基础上，教育
部推出了多校划片政策， 指导择校
热点地区实现机会公平， 使学生享
有平等进入优质学校的机会。 这只
是阶段性的补充措施， 解决择校问
题，最终还要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办好每所学校。 ”刘利民说。
对于百姓关心的是否会扩大免
费教育的范围，刘利民表示，目前我
国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 国家正在
研究在“十三五”期间分步实施九年
以上免费教育的政策， 免费中等职
业教育在逐步推行 ， 覆 盖 面 已 达
92%；普通高中将率先对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 一些
地方在学前和高中阶段也实施了一
定年限的免费教育。 教育部鼓励和

支持各地的这些做法。
另外，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
问题，刘利民表示，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入学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中存在的客观现象。 长期以来，国
家实行并完善“
两为主、 两纳入”政
策。 今年 1 月 1 日起《居住证暂行条
例》施行，我们将推动建立以居住证
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完
善措施和办法，使随迁子女能够同在
蓝天下，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针对校园暴力屡屡发生， 刘利
民表示， 预防校园暴力是确保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 教育部高度
重视。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法治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 对出现的校园暴
力事件，要依法依规及时进行处理。
要加强学校管理， 切实落实学校责
任。 还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推
动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惩戒的力度。

海南省委书记谈旅游市场整治情况

你敢欺客宰客
就让你倾家荡产
□据新华社消息
全国人大代表、 海南省委书
记罗保铭在海南代表团开放日上
表示，今年春节黄金周，海南 7 天
共接待游客 3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2%， 但没有关于海南欺客宰客
的报道， 这就是重罚的结果，“你
敢欺客宰客，就让你倾家荡产。 ”
罗保铭说。
罗保铭透露，去年，关于海南
旅游市场的投诉大幅减少， 欺客
宰客现象基本消失， 背后的原因
就是海南对欺客宰客行为实行
“
重罚”。
“今年没有关于海南欺客宰
客的报道， 说明我们的整治有了
效果，这就是重罚的结果，你坑两

千，我罚你十万，如果你再坑，我罚
得更多，你敢欺客宰客，就让你倾
家荡产。 ”罗保铭说，海南还将进
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规范旅游市
场。
此外，罗保铭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海南渔民在南海从事渔业生
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渔民参与维
护海洋权益，根本目的是保护他们
的渔业生产。
“
我们的渔民也参与维护海洋
权益。 ”罗保铭说，南海是海南渔
民的“
祖宗海”，他们要为正常的渔
业生产维护权益，为维护正常的生
产权益而进行的自我防护训练，根
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生产。

最高法：

拐卖妇女儿童案
5 年下降一半
□据新华社消息

西安一医生带病趴床上给患者看病
3 月 8 日消息，几平米的小诊室里，一张检查床靠墙放着，床上趴着的却是一位医生，患者在旁边站着或坐着，不时
给趴在检查床上的人递过去各种检查报告。 趴在检查床上给患者看病的医生，是西安西京医院的吴振彪教授，因腰椎
间盘突出，长期腰痛，却坚持为 90 多名患者看病。
新华社 发

破解“
医养结合”难题民进中央提案指出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妇女权
益受保护情况受到广泛关注。 记
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近年来拐
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高发态势得到
了初步遏制，过去三年间因强制猥
亵、侮辱妇女而被判决的人数呈现
下降趋势。
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法院审
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 853 件，
判处犯罪分子 1362 人，相对于 2010
年审结的 1919 件、判处 3631 人，下
降幅度分别达 55.55%、62.49%。 但
值得注意的是，亲生父母出卖或者
遗弃儿童被贩卖的现象突出。
对妇女儿童的性侵问题也备
受关注。 2013 年到 2015 年间，全
国法院审结强奸犯罪案件 66736

件，判处犯罪分子 62551 人；强制
猥亵、侮辱妇女犯罪案件 6450 件，
判处 6691 人。 案件呈下滑趋势。
不过，最高法发布的信息中也
显示，妇女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
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司法
机关连续出台文件保护妇女儿童
权益。 如 2010 年最高法会同有关
部门起草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2013 年
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意见》等。
此外，全国四级法院已经建立
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犯罪审判指导
联络员制度，以此来确保上情下达
信息畅通，及时沟通反馈交流。

降低医疗机构入驻养老院门槛

环卫女工 13 年献血 72 次
累计献血 2.56 万毫升

□据新华社消息

□据新华社消息

“医养结合”的难点在哪里？ 今
年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提交的党派
提案中明确指出，“当前， 让养老机
构十分纠结的是‘攀医难’的问题”。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应当降低医疗
机构“入驻”养老院的门槛，让医疗
机构进得去养老院。
民进中央的提案指出，《意见》
颁发以后， 部分省市出台相应的实
施意见，规定养老机构必须有 100－
200 张床位、聘请专业医师、护士等
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服务， 而且规
定有 X 透视机等硬件设施。“但比如
在江苏省， 符合这样条件的养老机
构不足 30%， 试点城市南京的鼓楼
区有养老机构 40 家，能够申请护理
站、医务室的仅仅 13 家。 ”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要让医疗
机构
“
进得去”，就必须降低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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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驻”养老院的门槛。 根据他们的调
研，当下 70%的养老院达不到现有医
疗机构入驻标准。 因此，他们建议，进
一步降低“
床位数”、“
X 透视机”、医
生及护理员职数等限制门槛，促进医
疗服务和养老服务顺利融合。
同时， 还要允许床位较少的养
老机构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 采取
医疗机构定期派出医疗力量上门诊
疗等。
此外， 民进中央在提案中还指
出，“医养结合” 的难题还有就是医
保结算难。 因为养老机构主管部门
是民政，但管理医保报销的是人社，
医疗服务是卫生， 由于各自隶属不
同， 医疗保障难以覆盖到养老机构
的护理和康复领域。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要建立护
理保险，降低“医养融合”风险。 建立

责编 李立成 刘向南

版式 孟祥隆

养老长期医疗护理制度， 规定凡参
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员， 均同时
参加长期医疗护理保险， 由医保统
筹、个人账户筹集，财政进行补助，
不需另行缴费，减轻个人负担，并尝
试设立“综合责任险”，应对医养融
合中的养老、医疗纠纷。
民进中央认为，在医保方面，对
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 符合医
保准入条件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及报销政策，让
医疗机构想进入、能进入。 在医护人
员方面，人社、民政、卫生部门和教
育部门联合，出台有针对性的细则，
拓宽医养融合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未来发展、 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渠
道，制定激励机制，提高护理员工资
待遇，设置工龄补贴，建立并稳定好
人才队伍的长效机制。

越广云，47 岁，南京一名普通
的环卫工， 每天起早贪黑扫大街。
13 年来，她默默献血 72 次，累计
献血 2.56 万毫升， 相当于 5 个体
重 60 公斤成年人全身的血液。
同事们谁也不知道越广云除
了日常保洁工作兢兢业业， 平日
献血达人”。
里，她还是个“
记 者 问 越 广 云 ，13 年 来 到
底献了多少次血？ 她笑着说连自
己都没有计算过。 2002 年前后，
她在南京市夫子庙一带发现街
头有无偿献血车。“我没什么钱，
掏钱帮助别人做不到。 我献点
血，也能帮助别人。 ”就这么一个
简单的想法， 她献了第一次血，
收获了第一本献血证。 之后，每
隔一段时间，越广云就去献血一
次。 近几年，她献血小板，一坐就

要 1 个多小时。
电脑里的越广云献血档案显
示，这些年来，她共献血 72 次，累
计献血 2.56 万毫升。 而她家中的
献血证有 25 本。
江苏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
的工作人员对越广云印象深刻。
“她是江苏省志愿者无偿献血宣传
服务队的志愿者，血库缺血，他们
都是最早献血的一批人。 此外，他
们平时还义务宣传无偿献血。 ”越
广云是名环卫工，起早贪黑，平时
工作就很辛苦， 还积极参与献血，
很难得。 按照献血量的累计，越广
云献血早已超过 8000 毫升， 她已
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金
奖（4000 毫升为铜奖，6000 毫升为
银奖）。据悉，她的献血量在全江苏
省献血者中都是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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