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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退役军人权益，激励现役军人

军网谈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解除现役官兵后顾之忧
【拟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方案提出
将民政部的退役军人安置职责，人社部的军
官转业安置职责，以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
保障部有关职责整合，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主要职责
拟订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等工作政
策法规并组织实施；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
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负责军
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
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待遇
保障工作；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优待抚恤
等；指导全国拥军优属工作，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
荣誉奖励、军人公墓维护以及纪念活动等。

军人来自社会，绝大多数
还要回归社会，仍是“最可爱的
人”。多给退役军人一些关爱，
有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
于消除现役官兵后顾之忧、凝
聚军心士气、建设强大国防具
有重要作用。新组建退役军人
事务部，不仅对退役军人是利
好消息，对现役军人安心服役、
建功军营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
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在今天
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之际具有
特别的时代意义。习近平强调，
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力量。军队干部转业到
地方工作，是他们人生的重大
转折，要安置好，也要使用好，
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要严肃
安置工作纪律，不允许以任何
理由拒绝接收军转干部，确保
党中央政令畅通。可以预见，在

改革强军大背景下，新组建退
役军人事务部，将更有力落实
习主席这一重要指示精神。
回眸改革开放40年伟大进
程，广大退役军人投身社会经
济建设大潮，付出的汗水、智慧
和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成为
一抹夺目的亮色。退伍后，再立
新功，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成
为人民群众的口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每
个人过上小康生活，一个都不
能 少 。当 下 ，关 爱 少 数 生 活 困
难、体弱多病的退役军人，拷问
我们的社会良知。这些年来，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他们
诸多关爱，成为一股暖流。新组
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建立健全
相关规章制度，将让这一群体
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更
好地融入社会，这也将让我们
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据中国军网

葛委员看法

将加强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作为一名军人，
全国政协委
员、
武警水电第二总队总工程师
张利荣最关心方案中的
“组建退
役军人事务部”
。
张利荣说，
一些
退役军人会安置在一些企业或
部门，
企业解体或其他原因下岗
后，导致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
退役军人事务部，
能够更好地保
障退役军人的利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
科学院院长余兴安说，过去退
役军人的服务分散在人社、民
政等部门，现在有专门的机构
负责，将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建设。 本报特派记者
陈玮 马云云 王皇

37 年 后 从 机 构 名 称 中 消 失
“计划生育”
专家：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助于“大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拟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
■方案提出
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牵头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职责，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整
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
门。
■主要职责
拟订国民健康政策，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督管理
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生应急，负责计划生育管
理和服务工作，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
策措施等。

国务委员王勇在作《关于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时表示，为推动实施健康中国
战 略 ，树 立 大 卫 生 、大 健 康 理
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控制重
大疾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为
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拟做出组建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的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饶克勤认
为，这一改革方案体现了党中
央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顺
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
需要，体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
职能转变的要求。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
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和协调机
制，有主管部门牵头贯彻落实、
组织实施。”饶克勤说，从职能
来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

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体制
和 组 织 保 障 ，也 有 助 于“ 大 卫
生”
“ 大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改革方案让人振奋。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建，
体现了
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的转变。
”
全国人大代表、
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
任医师张涤说，把医疗服务、康
复养老、健康管理等融为一体，
强调了未病先防的健康生活方
式，不仅能缓解看病就医难问
题，
更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全方位
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据 悉 ，改 革 方 案 亮 相 后 ，
“计划生育”在这次机构改革中
被去掉了，也引发了社会关注。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1964年，
副研究员黄匡时介绍，
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
下
1968年11月，
设办公室。
四年后，
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被取消，
计划生育工作仍由卫生部承担。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
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 设在卫生部) 。领导小组
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对全国计划
生育的宣传指导，加强避孕科
研、节育技术指导和做好避孕
药具的供应工作。进行调查研
究，总结和交流经验。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
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的
计划生育工作，这是1981年3月
6日，五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
2003年3
员会会议决定成立的。
月，经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
会议决定，在国务院行政管理
体制和机构改革中，将原国家
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人
口计生委承担着执行国家的人
2013年，国
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
生部合并组建了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 据新华社等

更有利于统筹推进“三医联动”

专家：医疗保障局组建有利于理顺政府管理机制
【拟组建医疗保障局】
■方案提出
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职责，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部
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
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
■主要职责
拟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
障制度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
相关医疗保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理和费
用结算平台，组织制定和调整药品、医疗服务价格
和收费标准，制定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
策并监督实施，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
机构相关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等。

“全民医保时代，医疗保险
的功能不再是传统的支付医疗
费用的功能，医保与养老保险
不一样，它不仅仅是偿付给个
人的一种保险。医保要购买医
疗服务，还会对整个医疗资源
的配置产生影响。”国家卫计委
医疗保障研究室副主任顾雪非
说。
顾雪非认为，与其他保险
不同，医疗保险除了保证在风
险损失发生后向被保险人提供
赔偿以外，还直接提供医疗卫
生服务。换言之，医疗保险的管
理不只是基金的管理，还包括
对医疗服务的管理，且重点就
是对医疗服务的管理。
“医保应由一个部门统一
管理，已是共识。过去我们争论
的焦点问题是由卫计还是人社
部门来管理。之所以形成争论，

主要原因是医疗保险属于医药
卫生体系，又属于社会保障体
系，医保是二者的交集，哪个部
委管理都有道理。”顾雪非说，
医疗保险有其特殊性，无论谁
来管理，医疗保险的管理都是
相对独立的，组建医疗保障局
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医疗保险
管理工作的统筹考虑。
顾雪非认为，在全民医保
时代，医保的目标已经不再局
限于为部分人群提供疾病的经
济风险保护，而是让全体国民
在制度覆盖下公平地享有基本
医疗服务。由一个统一的独立
的政府部门来管理医疗保险工
作，更有利于发挥医保的这些
功能。
对于方案中所说的统筹推
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
改革，顾雪非表示，医改的目标

是为了提高卫生系统的绩效，
包
括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质量、可
及性、居民的健康状况、对居民
患病的经济风险保护、
患者反应
性(满意度)等指标的改善。
“‘三医联动’，不是哪一项
改革措施单兵突进，而是多项
改革系统联动推进。就医保和
医疗来说，如果单纯强调医保
的基础性作用，而供方改革与
需方改革不同步，公立医院改
革滞后，即便医疗保险被寄予
再多的厚望，其基础性作用也
难以发挥。如果医保体制机制
不创新，
‘ 三医联动’实施不起
来，公立医疗机构改革也上不
了道、迈不开步。”顾雪非说，国
家医疗保障局的组建，更有利
于理顺政府管理体制，统筹推
进“三医联动”改革。
据新华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