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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0年的 75.11岁提高到 2016年的 77.03岁，治疗大病患者
将近 100%，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双 100万……近日， 2018年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总结去年健康工作成果，并对今年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据了解，我区将从完善医疗保障、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优质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

下功夫，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健康大礼包。县域医共体的乡镇卫生院参与率达到 50%以
上、所有三级公立医院至少建成 1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支持 800个以上的县乡医疗卫
生机构项目建设、将 9种大病集中救治和白内障光明行动覆盖所有的农村贫困患者等，都
是卫生计生部门今年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

完善医疗保障、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优质公共卫生服务

我区今年卫生计生工作再送“大礼包”

本报讯 据《广西新闻网》
报道， 3月 12日，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自治区公务员局联合发布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8年度考
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正式启动
2018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
作。 3月 13日起网上报名， 4
月 14 、 15 日进行笔试， 6 月
21-24 日进行面试。据悉，今
年全区各级机关共计划面向社会
考试录用 6478 个职位、 8094
名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单位工作人员，下同）。
今年，我区考试录用公务员

工作呈现出以下新特点及新变
化：
采取分级分类考试。为切合

不同层次、类型机关公务员的实
际能力要求，今年首次在职位计
划表中按机构层级、机关类型等
划分为 A类、 B类职位，在笔
试申论科目中分别使用 A 卷、
B卷。同时，继续对面向村党组
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含农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招
考职位进行单独考试，对公安机
关执法勤务类招考职位组织专业
科目笔试。
向基层一线倾斜的特征更加

突出。在录用名额上加大力度向
贫困县、向基层一线、向脱贫攻
坚相关职位倾斜，县乡两级计划
考试录用公务员 6546名，占全
区计划总数的 80 . 9%。继续采
取放宽年龄限制、单独划定合格
分数线、乡镇职位一般不限专
业、拿出一定数量职位面向当地
人招录、开展“二次报名”等倾

斜措施，并首次试行合并职位招
录，将乡镇、派驻机构等职位资
格条件相同的岗位，合并成一个
或多个职位计划进行捆绑招录，
确保录用率。
加大专业人才的招录力度。

为满足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吸引优秀人才报考，将部分招录
机关急需的医学、城乡规划、食
品检验等专业性强的职位列为紧
缺职位，给予放宽笔试开考比
例、单独划定合格分数线等倾斜
政策；对新录用公务员符合所在
市、县高层次或紧缺人才引进政
策条件的，各市、县可结合实际
情况制定具体政策，给予享受人
才引进相关待遇。
此外，为方便考生报名，今

年改进了报名系统，优化使用微
信、支付宝扫码进行交费等功
能。
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特别

提醒广大报考人员：本次考试不
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
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
班。社会上所谓以公务员考试命
题组、各种专门机构等名义举办
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
版物、上网卡等，均与本次考试
主办方无关，希望广大考生不要
上当受骗。
招录机关、职位计划、咨询方式

等信息可在广西人事考试网
（www.gxpta.com.cn）、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
（www.gxhrss.gov.cn）、广西公务
员局网（www.gxgwyj.gov.cn）、
广西人才网（www.gxrc.com）上
查询。

我区2018考试录用公务员
工作今日起报名

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广西全面实施两
孩政策以来，不少家庭选择了给第一个孩子
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据自治区卫计委相关统计，全面两孩政

策效应持续释放，全年广西户籍活产儿
81 . 7万人，其中二孩占 52 . 67%，比上年
提高 4 . 59 个百分点。如今，全区生育登
记、再生育审批全部实现到乡镇（街道）办
理，统一更新《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和《再
生育证》，推进多证合一，将生育登记服务
与母子健康手册发放有机结合，初步实现各
级计划生育相关信息数据互联互通，进一步
简政便民。
而另一项数据显示，孩子健康也将更有

保障。据统计，我区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
好。全区孕产妇死亡率 12 . 49/10万，婴儿
死亡率 3 .51‰，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4 .99
‰，继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西部先进行
列。这得益于我区进一步完善的区域高危孕
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体系，实施出生缺陷防治

八大措施，以及全国率先实施“ 17 免 2
补”妇幼健康惠民政策等惠民措施。如
今，我区免费婚检率达 98 . 72％，居全国
首位，全国首个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
查双 100万，免费儿童营养包惠及 24万适
龄儿童，覆盖 54个贫困县。
受益于健康扶贫工作，我区贫困人口

健康水平明显提升。一年来，共救治贫困
患者 39 . 16万人，占 93 . 41%，其中治疗
9种大病患者 8646例，占 99% ，完成白
内障贫困患者手术 3845例；贫困人口住院
费用实际报销比例 85 . 36% ，有 77 个县
（市、区）达到 90％以上。有效缓解了因
病致贫返贫的突出问题。
多项的改革及惠民政策的落实，也让

我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有明显提
升，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0 年的 75 . 11 岁提高到 2016 年的
77 .03岁。

2017年，广西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现
全覆盖，是非国家综合医改试点省区中最先
实现全覆盖的 5个省区之一。
如何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解决

基层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今年，我
区将通过推进医共体，推行分组付费、培训
全科医生、招聘全科特岗医生等措施，进一
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根据工作任务，今年，我区县域医共体

的乡镇卫生院参与率要达到 50%以上，所
有三级公立医院至少建成 1 个有明显成效
的医联体，实现三二医联体贫困县全覆盖，
遴选 1 个市开展全市医联体建设整体推进
改革试点。
从 3 月份起，自治区卫计委同相关处

室下发医联体建设考核评价实施细则，要求
各三级医院院长亲自抓，确保至少建成 1
家紧密型三二医联体建设工作，此项工作将
实施红黑榜通报制度。

与此同时，我区还将在全区范围内，力
争完成培训全科医生 1300 人以上，招聘
300名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并做好做实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根据自治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统一部署，我区将计划投资 56亿元左
右资金，深入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
设行动计划，支持 800个以上的项目建设，
确保年底全区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和医疗设
备配置等“全面达标”。
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工作推进上，全

区各地则要在 4月下发实施意见，尽快推行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的内容及收付费标准，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激励约束机制，不断
优化服务模式，切实把签约服务质量放在首
位。
截至 2月 28日，全区 48个贫困县全科

医生特岗计划实际报名人数 109人，其中符
合招聘条件 52人。

根据相关统计，各种慢性病、大病成为
农村地区致贫返贫的首要因素。如何拔掉致
贫返贫的“病根”，通过各种看得见的实惠
让农村远离看病贵？
根据任务安排，各地卫生计生部门要主

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认真执行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
助、商业健康保险和财政补助兜底等政策，
有效减轻个人就医负担，确保住院费用实际
报销比例继续达到国家标准要求；要以医疗
联合体、对口帮扶和基层基础建设为抓手，
重点提升 20个深度贫困县、30个深度贫困
乡和 1490个深度贫困村的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确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的
认定和退出标准，实现数据即时推送和动态
管理；龙胜、龙州、田东 3个县要以全国健康
扶贫示范县创建工作为契机作出更大成效。
同时，将先对核实核准的患有国家规定

的 9 种大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
脏房间隔缺损、儿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
损、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
期肾病）和白内障的贫困人口开展集中救
治，同步开展其他病种救治工作。
至 2018 年年底，基本完成 9 种国家规

定的大病和白内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救治
任务，集中救治覆盖农村贫困人口；至 2020
年，将基本完成核实核准患有各种致贫大病
农村贫困人口的集中救治工作，确保农村贫
困人口大病应治尽治。
在推进按病种付费方面，将在全区范围

内推进 127个病种的收付费工作，完善其临床
路径，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增加病种和临床路
径；协调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
费改革试点，对柳州市试点进行评估。继续深
入推进跨省异地结算，重点解决农民工和“双
创”人员跨省异地结算问题。

据《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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