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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之声·民生与金融
全国政协委员、南昌市副市长龙国英：

转变观念 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建设
本报记者 马国香

龙国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
起的代价。”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南昌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龙国英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过长，
一直是营商环境以及政府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中被诟病的问题之
一。
对此，龙国英分析，
“ 让违法
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不仅仅适
用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领域，还
应该包括建筑工程领域，让建设
方和设计单位、设计人员担负违
法建设的全部责任，并加重处罚
力度，把行政审批人员从审批环
节‘ 猫 抓 老 鼠 ’的 困 境 中 解 放 出

来，真正加快审批速度，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
龙国英说，当前我国城镇用
水紧张和污水排放的问题已越来
越突出，对污水进行处理是维护
水循环生态平衡的补救措施，是
保障用水安全的前提，也是当前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
据了解，目前存在的污水处
理方式主要有集中式处理和分散
式处理两种，现阶段我国城镇中
集中式污水处理方式占主导地
位。污水的集中处理能对污水处
理厂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确
保处理后污水达标排放。近年
来，我国大力开展集中式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完成污染减排任务和提升水环
境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进一步落实污水处理率
的提升，推进我国整个污水处理
事业的发展，龙国英建议将分散
式污水处理作为集中式污水处理
的有益补充，推广分散式污水处
理设施的建设。
龙国英说，首先要切实转变
观念，科学规划分散式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在“十三五”水污染防
治规划的编制中，应将分散式污
水处理设施的建设纳入规划，制
定详细的分散式污水处理总体规
划和实施细则，统一规划建设，分
步骤地加以推进。为保护鄱阳湖
的一湖清水，落实国家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要求，建议把
江西作为分散式污水处理的试点
地区。
其次，
将分散式污水处理纳入
减排核算。应特别制定分散式污

水处理设施的污染物减排核算细
则，
将分散式污水处理纳入核算。
再次，建立污水分散处理技
术体系。结合我国国情，同时参
照国外成功经验，提出针对分散
性污水处理的技术标准、设计规
范与操作规程，建立包含技术标
准体系、第三方评价体系和技术
保障体系在内的技术体系，以提
高处理设施的运行质量，确保处
理后的污水能达标排放。
龙国英强调，另外，还要加强
政府监督管理职能。污水分散处
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形式主要是由
排污单位自行负责运行管理。污
水分散处理需要一个更为健全、
完整的监督管理机制，提高监管
能力，制定有力的监督管理政策，
以保证污水的处理效果。与此同
时，
还要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山西省委会副主委、晋城市副市长梁丽萍：

完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深化医卫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 鹿娟 范捷

梁丽萍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2009 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到
2017 年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3 月 13 日，全国政协委员，民
盟山西省委会副主委、山西省晋
城市副市长梁丽萍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改革
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问题逐
渐暴露出来，
需要引起关注。
梁丽萍分析，一方面，支撑新
医改的投入机制尚不健全。目
前，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没有完
全破除，分级诊疗制度难以真正
落实，而且医务人员长期超负荷

工作，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也极
为不利。另一方面，支撑新医改
的运行机制尚不稳固。公立医院
法人治理结构和人事薪酬制度改
革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
立医院新机制的可持续运行。
针对以上问题，梁丽萍提出
要完善公立医院运行的新机制：
首先，建立医疗服务价格的动态
调整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医疗
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核心是理顺
技术劳务与物耗成本的比价关
系，关键是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形
成标准及方法学模型。目前，江
苏淮安、浙江金华等地已开始使
用“点数法”理顺医疗服务项目的
比价关系，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值
得推广借鉴。
其次，建立政府对公立医院

的法定长效补偿机制。目前，在
支持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应
加大财政对公立医院能力建设和
综合改革的支持力度，同时继续
加大对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力
度，使其成为公立医院收入的重
要来源。面向未来，还应研究完
善财政补助办法，可以借鉴苏州
市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补助考
核新机制，即将基本医疗服务补
助从按患者“人头计费”的方法转
变为按院方所提供服务量的“以
事定费”的方法，从而引导城市公
立医院以诊疗重病大病为主，减
少小病诊疗。
“ 就是以服务质量、
服务效率、服务数量和群众满意
度为核心建立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体系，考核结果与财政补助、医保
结算、医院绩效工资总量和院长

收 入 等 挂 钩 ，而 对 妇 幼 院 、中 医
院、精神病院等专科医院给予适
度倾斜。
”
梁丽萍表示。
另外，还应建立符合医疗行
业特点的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
度。对此，梁丽萍分析，公立医院
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是一个综合性
问题，要在全面深化医改的大背
景下统筹推进。其一，是切实落
实分级诊疗和转诊制度，即明确
各层级的合理分工，依据医务人
员自身的职级、能力和贡献来确
定薪酬水平，从而破除在大医院
挣得多、在基层医院挣得少的问
题。其二，是切实提升医保的精
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强化医保的
监督作用，创造收支结余空间，支
撑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有
序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渭南市副市长高洁：

“小微银行”助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本报记者 鹿娟 范捷

高洁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
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科技创新
和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融资难一直是
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公开
资料显示，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
民 营 经 济 贡 献 了 60% 以 上 的
GDP，获得的银行贷款仅占银行
贷款总额的三成左右。
如何有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 3 月 12 日，
《中国企业报》记
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
员、陕西省渭南市副市长高洁。
高洁表示，银行贷款作为小
微企业获得资金的主渠道，其信
贷支持力度与小微企业的社会贡
献和资金需求不相匹配。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迫切，融资渠道单一，
从而推高融资成本。
据了解，我国金融机构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平均在 6%左右，网
络借贷利率约为 13%，小贷公司
等 类 金 融 机 构 利 率 为 15% —
20%。加上咨询评估公证费等，综
合资金成本远高于国有大中型企
业，融资成本高挤压企业利润，加
剧违约风险，形成融资难上加难
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企业可持
续发展。
2015 年以来，为破解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党中央、国
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金融政策，为小微企业提
供增信分险和优质金融服务，并
取得了积极效果。
“但是，在政策运行中也引发
的一些问题。”高洁说，例如，银担

合作推进未达预期，
政策协同效应
不明显。银担风险分担机制要求
商业银行分担10%—20%的担保风
险，银行担心自身风险敞口增大，
参与度不高，
银担合作呈现担保一
头
“热”
，
银行一头
“凉”
的现状。
同时，商业银行过于强调盈
利和风险，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意
愿不强烈。一是商业银行具有高
负债、高杠杆率、高风险的行业特
点，趋利避害是其商业逻辑；对小
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具有明显的
公共属性，与作为市场主体的商
业银行出发点有所冲突；二是小
微企业自身管理不规范、抵押物
不足，信用风险大，银行管理成本
较高，惜贷怯贷比较普遍；三是银
行总行信贷政策与地方分支行业
务条线不衔接，尽职免责制度未
有效落实，风险容忍度等考核指

标未及时调整，信贷乘数效应未
有效发挥。
还有就是商业银行经营模式
较为传统，不能更好地满足小微
企业的需求。高洁解释，商业银
行将主要精力放在大中型企业身
上，对小微金融产品开发关注不
够，业务难以做专做精；银行风控
体系风控标准高，强调资产抵押；
银行审贷时间过长，一般都在半
个月以上，不能适应小微企业多
频次、小额度、个性化、即还即贷
的信贷需求。
高洁建议，借鉴德国“小微银
行”做法，设立“小微银行”，或者
把小微金融明确到现有的具备条
件的银行中，建设各类金融机构
及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功能互补
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以解决小
微企业长效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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