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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我对医改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袁最大的担心来自于地方政
府投入不足以及公立医院的改革模式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遥 冶

近期袁一位来自医疗体制改革 16 个试点城市之一的某大
型市级公立医院院长袁给叶 中国企业报曳撰写来信袁指出了他从
一个基层医疗机构管理者的角度袁 认识到的医改最亟待突破
的核心症结所在遥

2011 年袁我国将大力推动公立医院的改革进程袁据国务
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介绍袁今年以县医院为改革重点袁将积极
推进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袁公立医院改革分层次推开袁而公
立大医院的改革将以试点城市为突破点遥 目前袁16 个国家重
点联系城市和各省渊 区尧市冤确定的试点单位启动了公立医院
改革试点工作遥 据悉袁财政部将安排 346 亿元资金袁推动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遥

补偿不足有隐忧

野 公立医院改革推行不力袁不怨医院怨政府袁补偿不足遥 冶
上述医疗体系内部人士指出遥 从 2009 年至今袁该市最大的公
立医院拿到的最大一次财政补助仅为 1800 万元遥野 而这还是
因为沾了医疗信息化专项建设试点的光袁才拿到中央财政专
款拨付的 1800 万元建设资金遥 冶

虽然该市医疗系统也能从地方财政处获得一定补贴袁野 都
是杯水车薪袁粗略估算了一下袁目前全市公立医院的财政补
偿缺口近亿元袁如此以往袁公立医院改革基本上就是空谈遥 冶

此院长的担忧似乎并不孤独袁3 月底的清华大学中国与
世界经济论坛上袁来自北京大学的医改专家李玲说袁医改核
心要要要公立医院改革在 2011 年面临新的担忧遥 2011 年袁已经
在多个城市出台并将逐步辐射到全国的房地产业限购政策袁
导致占全国财政收入三成的全国土地出让金可能由 2010 年
的 2.7 万亿元下降到 2 万亿元之下袁 进一步缩紧地方政府的
钱袋子遥 由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袁地方政
府或许会缩减原本准备投入到医疗系统的财政而转投保障性
住房建设袁原因是相对于医改袁后者作为政绩考核更容易体
现在下一年初的统计报告中袁这对于原本就投入不足的公立
医院改革将是雪上加霜遥

上述医疗体系内部人士担心袁 中西部地区的公立医院普
遍得不到充足的财政补偿的情况将长期存在遥 本报记者从北
京某三甲医院处了解到袁该院每年获得的财政补贴约为 5000
万元左右袁而这已经是该人士所在城市医疗系统获得的最大
一笔财政拨款的三倍遥

野 补偿不到位袁我们只好从患者身上捞钱补缺口遥 冶这位
内部人士说遥

而更为尴尬的是袁 除了地方政府不舍得放开钱袋子之
外袁大部分医院领导同样没有改变野 唯 GDP冶论的思维模
式遥

2011 年 3 月底的一次公立医院改革会议上袁 全国 16 个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医疗系统领导悉数到位遥 李玲发
现袁大部分院长们的核心话题仍然是经济利益袁野 我这几年盖
了多少楼袁我创收了多少袁医院收入从 15 亿元上升到 20 亿元
了袁基本概念还是围绕 GDP袁挣钱越多越好遥 冶

野 理念误区不解决袁 医改效果还是有限遥 医疗是社会消
耗袁本来 10 块钱可以看好的病袁他给你开 100 块的药袁这 100
块不是我们的需求袁是造出来的消费遥 冶李玲说遥

李玲向记者透露袁新医改进行两年多以来袁医疗费用上涨
了 20%袁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加重了袁野 以药养医的机制
并未得到改善遥 冶

北京人民大学医院院长王杉对此并不惊讶遥他解释说袁目
前公立医院的收入基本上就是医疗服务的构成尧药品加成以
及政府的不多的补贴遥 按照一直以来的惯例袁医院对医疗服
务的定价未计入人员成本袁物品折旧及损耗遥野 这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是对的袁那个时候公立医院人员的工资尧附加工
资全是财政给的袁医院的设备和建设也全是财政给的遥 后来
医院要自负盈亏袁政府就允许医院用药品加成的方式补齐这
部分亏损袁现在要把它去掉袁就要明确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
医院进行补偿遥 冶 渊 下转第三版冤

野 医改冶新问院
一位公立医院院长的担忧

2011 中国企业500 强开始申报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尧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尧中

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的申报工作日前已经开始遥 这是中
国企业联合会尧 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十年开展此项工
作遥

中国企业渊 含制造业尧服务业冤500 强的入围指标是
2010 年企业营业收入遥最终入围企业榜单将于 2011 年 9
月初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的野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发布
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冶上向社会发布遥

今年企业需要填报的数据和信息袁 在与以往保持稳
定一致的同时袁增加了有关企业海外经营的内容遥详细情
况可登陆中企联合网渊 www.cec-ceda.org.cn冤进行查询袁
或联系中国企联研究部 500 强企业联络处袁联系人院张德
华尧殷恒晨袁电话 : 010-68701280尧88512628尧68701033袁
传真: 010原68411739遥

约谈日化企业尧 约谈白酒企业尧
紧急通知电煤企业不得涨价尧宣布油
价大幅上涨噎噎CPI 高位运行趋势袁
已让发改委陷入野 四面扑火冶的被动
局面遥

而消费者早已如惊弓之鸟袁面对
行业巨头的涨价行为袁普通百姓并没
有话语权来反对价格的强势上涨遥 任
何风吹草动的涨价传闻袁都会掀起疯
狂抢购潮遥

自 3 月 22 日起就有消息传出袁
宝洁尧联合利华尧纳爱斯尧立白等四家
大型日化品牌将对旗下的洗涤类日
化产品全线涨价袁 上涨幅度为 5%至
15%遥 此消息一出袁立刻引来多方关
注遥在部分刚刚经历了抢购食盐热潮
之后的城市里袁立刻又引起了一场针
对日化用品的短暂抢购潮遥本报记者
走访北京多家大型超市并了解到袁虽
然目前日化用品货源充足袁没有出现
其他城市那种抢购风潮袁但部分的日
化用品销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遥

面对短时间内众多日化企业同
时提高销售价格袁社会公众的一个疑
问是袁集体涨价是否涉及垄断钥

涨价风波

野 现在原材料都在涨价袁 为什么
企业就不能涨价钥 竞争是市场的事
情袁我们应该尊重市场袁完全由市场
来主导遥 冶经济学者赵旭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认为袁日化产品的原材料大
多是石化类产品袁而这类产品的价格
近期内上涨了 50%以上袁企业成本压
力大大增加遥

联合利华大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
此前曾公开表示袁野 日化行业所用的原
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袁 目前国际
油价已从去年的 50 美元/桶涨到了现
在的 100 多美元/桶袁石化类产品价格
上涨了 60%袁 植物油价格上涨了 50%
要60%袁 无机盐价格上涨了 40%要
50%袁 而运输物流成本也比去年同期
上涨了不少遥 冶而内资日化企业立白集
团新闻发言人也对叶 中国企业报曳记者
表示袁产品涨价的原因袁肯定是由于原
料价格的上涨才导致最终价格上涨遥

据记者了解袁 洗涤用品原料磺酸
和日化用品的原料油脂袁 都属于石油
的衍生物袁 原材料的上涨必然会对最
终产品的价格造成重要影响遥 根据发

改委公布的今年 1要2 月石化产业经
济运行情况显示袁进入 3 月份以来袁国
际油价快速走高袁 在 100 美元要110
美元间的高位徘徊袁 再加上近期中东
和非洲局势紧张的影响袁 过高的石油
价格必然会对相关产业造成不利影
响遥

野 更大的涨幅要从下个月开始袁
这是化工产品销售的旺季遥 冶一位从
事化工行业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袁

野 化工原料今年涨的比较厉害袁 随着
各类化工原料销售旺季的到来袁今后
此类化工原来的预期价格会上涨袁这
种压力对于依靠此类原材料生产商
品的厂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袁而产品
价格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遥 冶

由于当前原材料上涨的趋势明
显袁所以各企业都会把产品的价格上
涨因素归咎为原料上涨造成的袁但也
有部分人士认为日化企业的这种理
由不成立遥 有业内人士指出袁各类日
化产品的原材料价格在最终销售价
格上所占比例不一袁日化产品价格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企业用在了广告
等经营推广方面袁这部分营销广告费
用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遥 有
些日化用品成本仅仅占到四成左右袁

相应的营销费用却占据了六成遥
对此袁赵旭也持有不同看法遥野 能

因为在广告上多花了钱就去说是转
嫁给了消费者吗钥 要是按照这种说
法袁 如果企业用在研发上的投入大
了袁也是会转嫁给消费者的遥 冶

记者从大型超市采访了解到袁目
前日化企业的涨价行为袁只是到了提
高单品供货价这一步袁至于最终零售
价是否上调尧调价多少袁则还未最终
决定遥

垄断疑云

此次四大日化品牌不约而同地
集体涨价不禁引人猜测袁很多人认为
这次日化用品企业是串通涨价袁毕竟
在日化用品行业中袁这四家大型企业
影响力非同一般遥

赵旭对这种观点也持有明显的
反对意见袁野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有
没有联合涨价的问题袁我们有叶 反垄
断法曳袁 就需要有明确的证据才能说
人家是垄断下的联合涨价遥 我们应该
去调查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
易说人家是垄断涨价遥 冶

渊 下转第二版冤

紫竹评论

野一群成功人士为了国家开放殡
葬行业和公司成功借壳上市而大为庆
祝袁举杯欢庆遥 那一刻袁我尤为纠结遥 冶

这是一位中国知名财经记者写在
个人微博上的一段感想袁 回忆的是她
2008年初参加一家主业为殡葬业的公
司即将成功登陆香港证券市场的晚宴
情形遥 随着近期野高价墓地冶和野20年续
费冶新闻的焦点关注和公众热议袁殡葬
业袁这个原本带有浓厚公共产品服务性
质的公益产业袁问题焦点也逐渐从体制
性垄断暴利转向商业化暴利的范畴遥

一个逐渐浮出水面的矛盾是院当
社会公众还在试图从行业尧体制尧监管
等方面向政府呼吁关注殡葬业暴利乱
象时袁 殡葬业早已悄然推行了数年之
久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遥人们发现袁
需要面对的除了政府主管部门之外袁
还有一个个坐拥垄断资源和巨额资产
的公司遥

殡葬业的暴利乱象袁 已经遭遇社
会公众诟病多年袁 但一直局限于部门
垄断利益和不公开透明等体制性缺陷
之上袁 未曾触及到商业化和市场化的
新问题遥 被忽视的商业化市场化低调
运作袁 加上已有的被忽略被边缘化的
公益性质袁形成了殡葬业半垄断尧半行
政尧半市场的扭曲状况袁也因此而产生
了一个盘踞于有限资源之上赚取超额
暴利的商业利益链条遥

目前袁国内大部分的公墓经营主体
虽属国有性质袁由各地民政部门经营管
理袁但随着殡葬行业的深入变动以及社
会资本的不断渗透袁国有及民营的殡葬
产业和有限资源互相混杂尧鱼龙不清的
局面也逐渐凸现遥除了屡屡发生的私自
承包尧个体经营或恶性炒作之外袁很多
殡葬业公司实际上已经走出了非常远
的距离袁走在体制改革的前面遥

在殡葬业袁 曾有过私募股权基金
的试水袁2009 年 8 月袁 云南宏福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宣布向社会募集首期规

模 2 亿元的野殡葬基金冶袁并投资于殡
葬相关产业遥 初期即成功募集 1.2 亿
元投资资金袁 后来因受多方影响才半
途中断曰 目前香港及内地涉及殡葬业
务的上市公司就有仁智国际尧 中民安
园尧中国生命尧中福控股及问博控股等
多家企业袁其中仁智国际早在 2001 年
就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袁至今已经 10 年
之久袁 而中民安园更是一家具有内地
官方背景的以殡葬为主业的上市公
司遥

并且袁 围绕着殡葬产业和垄断性
资源袁 这些上市公司早已上演了令人
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遥 去年就曾发生
原本是电子和贸易业上市公司的金科
数码斥资进军内地殡葬业袁 和内地上
市公司中服实业合作投资上海福寿园
墓地的资本运作案例遥为此袁金科数码
不惜更名为中福控股袁而福寿园资产袁
也已顺利登陆香港股市遥

而实际上袁 在殡葬资源有限的现
实情况下袁 进行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探

索袁 也不失为改革殡葬体制的一条正
确道路遥提升殡葬业的公共产品本质袁
还原其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为殡葬
业探索商业化尧市场化的道路袁在本质
上是并不矛盾的遥 在一个真正运行有
序的市场环境里袁健全的商业化运作袁
反而能够带来价格透明尧利润合理尧竞
争有序的公用产品市场遥这一点袁也是
符合目前水尧电尧通信等公用资源的市
场化总体改革方向遥

但需要警惕的是袁资本的进入袁不
应当成为利益垄断的分赃机遇遥 商业
化和市场化袁 首先需要明确区分的就
是政府和企业的相关权益和职责遥 政
府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袁 加强管理和
统筹袁 监督市场价格的透明和服务水
准袁完善整体价格标准曰企业要合理控
制成本袁并扩大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袁
在合理利润基础上提供更好的公共服
务遥借市场化改革体制弊病尧借企业运
作杜绝利益输送链条袁 辅以有效的监
督管理袁才是殡葬业的正确改革方向遥

殡葬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李蓉 /文

王利博制图

通胀下的企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