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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医保体系自建立开
始，便处于分治状态。三大医保
中，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由人社
部门管理，新农合的管理权则由
卫生部门掌握。而在具体操作
上，发改委管定价，人社部管医
保目录，卫计委管招标采购，最
后都由医保埋单，体制里的人经
常抱怨，“花钱的制定不了价格、
定价的不管使用规范”，最终造
成医保压力越来越大，地方的医
保资金吃紧甚至收不抵支的困
窘十分普遍。

2018年3月17日上午，随着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大部制改革尘埃落定。一个与医
疗相关的国务院直属局——— 国

家医疗保障局（以下简称国家医
保局）横空出世。新组建的国家
医保局，不仅整合了之前人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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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委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
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还将国
家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
格管理职责收入囊中。一边管着
每年数万亿的医保钱袋子，一边
成为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超级采
购方”，还对医保类医疗服务拥
有监管权力。这让外界惊呼，“超
级医保局来了”。

按照中央决定，省一级的改
革要在2018年9月底前报党中央
审批，年底前基本调整到位，2019

年3月底地方机构改革基本完成。
新组建的国家医保局不仅做到了
三保合一，还被寄予了推动医疗、
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的期望。国
家医保局将拥有药品和医疗服务
价格管理职责，药品和耗材的招
标采购职责，成为比曾经的发改
委更具实权的“定价者”。

医疗保险是医疗风险储蓄和
费用分担的互济制度，属于社会
契约。参保人需要一个权威、强有
力的代表者，去建立各种谈判、定
价和支付规则。然而长期以来，面
对巨无霸式的三甲医院，国内医
保部门的话语权相当微弱。

外界较为一致的评价是，此
次机构改革将国家医保局提升到

直属国务院的层面，事权合一的
大方向值得肯定。目前，各地医保
政策不一，待遇水平不一，管理方
式不一。机构改革后，各地有条件
逐步统一政策，提升管理效率，降
低管理成本，医保基金的互济性
和支撑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统
筹层次也会逐步由市级统筹向更
高水平的层次迈进。

新组建的国家医保局也会推
动整个医保体系发生变化。随着

“六统一”（覆盖范围、筹资政策、
保障待遇、两定机构、医保目录、
基金管理）逐步到位，各地经办机
构管理水平普遍提升，全国的医
保互通会逐步成为现实。

据《南方周末》

“超级医保局”将解什么“局” “存钱多、借钱少”

发生改变

“存钱多、借钱少”是我
国一般家庭长期以来的写
照，但近年二者出现颠倒迹
象。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
介绍，居民储蓄增速近些年
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以
前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
7 . 7%，增速降至历史最低值。
从居民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
的占比来看，这一下降趋势
更加明显。2010至2017年，居
民储蓄存款增长与可支配收
入 之 比 从 2 5 . 4 % 下 降 至
12 . 7%，下降了一半。今年初
央行公布的数据也显示，
2017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13 . 51万亿元，同比少增1 . 36
万亿元。

银行储蓄增速为何下
降？易会满分析称，除了人口
老龄化、消费观念和方式转
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因
素外，有三个原因值得关注。
一是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
加快了居民财富多元化布
局，其中金融市场的资管产
品体系日渐丰富，为家庭投
资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传统
和单一形式的储蓄形成了一
定冲击。2013年以来，银行理
财、信托、公募基金、私募产
品规模合计增长超过两倍，
存款则成为这五年间居民主
要金融资产中唯一占比下降
的资产。

第二个原因是金融科
技背景下互联网理财的兴
起加速了存款分流。易会满
以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货币
基金为例介绍，货币基金
2013 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
长，规模由不到 1 万亿元迅
猛增长到 2017 年末的 6 . 74
万亿元，其中仅 2 0 1 7 年当
年就增长近 2 . 5 万亿元，而
同年储蓄存款增长只有 4 . 6
万亿元，分流效应显著。

第三个原因是房地产吸
引了家庭大量资金流入。
2016年和2017年，居民贷款增
量连续超过存款增量，开始
由资金供给方转变为资金需
求方。

据《老年文摘》

西湖大学“新”在哪里

西湖大学近日正式获教育部
批准设立。这所国家重点支持的
新型高校正式落户浙江杭州,进入
全面建设发展的阶段。为外界所
高度关注的西湖大学,到底“新”在
哪里?据介绍,西湖大学的办学定
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

“高起点”指的是西湖大学以
博士生培养为起点。据了解,目前,
西湖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正在积
极申请中。在取得博士学位授予
权之前,西湖大学与复旦大学、浙
江大学分别实施联合培养博士研
究生项目。目前,首批博士研究生
已于2017年9月入学 ,2018级博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已启动。

按照西湖大学的发展规划 ,

预计2023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本科
生,学校近期(五年)规划全日制在
校生规模为1220人,长期(十年)规
模为5000人。

“小而精”是指西湖大学坚持
发展“有限学科”。西湖高等研究
院是西湖大学的前身。以西湖高
等研究院为依托,西湖大学目前优
先在理学、生命与健康、前沿技术3
个学科门类设立一级学科 ,坚持

“有限学科”定位。未来西湖大学将
分批规划设置生物学、生物医学工
程、药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基础
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
学与技术、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机械工程等 12 个一级学科,
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理学、生命与
健康、前沿技术 3 个学科门类。

西湖大学倡议人之一、中国
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筹办委员
会主任施一公拟应聘西湖大学首
任校长。另外,潘建伟、陈十一、饶
毅、钱颖一等4位国内知名教授将
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参与到具
体的办学工作中。

在师资力量方面 ,目前西湖
大学已通过西湖高等研究院面向
全球进行了5次学术人才招聘,已
签约37名高水平学术人才 ,预计
到2021年教师规模达到210人 ,到
2026年达到300人。

据新华社

谁为新部门揭牌
在全国两会闭幕后，多个

新组建部门相继挂牌和公布新
的领导班子。据统计，截至4月3
日，农业农村部、国家监察委员
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
移民管理局、文化和旅游部等
机构已经完成挂牌。

以上四个机构的挂牌仪式，
各机构的“一把手”都参加了，此
外还有赵乐际、孙春兰、郭声琨、
胡春华等领导人的身影。正、副
国级领导之所以亲临挂牌仪式，
一方面因为该机构属于其分管
领域，另一方面也足见对于新组
建机构的重视。在挂牌之后的干
部大会或座谈会上，这些领导干
部分别强调了新组建部门的职
能和工作重点。

之前多为“一把手”揭牌

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此前
早已有之，摘旧牌、挂新牌也不
是头一次了。最明显的区别之
一，便是出席领导级别的不同。
2008 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公
务员局揭牌的是人社部部长尹
蔚民；为环境保护部揭牌的人
是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13
年，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由当时担任广电总局
局长、党组副书记、国家版权局

局长蔡赴朝和广电总局党组书
记、副局长蒋建国一同揭牌。

悄然挂牌的部门

并不是所有新设部门的揭
牌仪式都是非常具有“仪式感”
的，也不是所有的揭牌都有重
要官员出席的。2013年国家食药
监总局挂牌时不仅没举行任何
仪式，连挂牌时间也选在清晨
悄然进行，少有人注意。

2003年机构改革中，新部门
也是陆续在人大闭幕后一个月
左右悄然挂牌。当年3月25日早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的牌子被取下，换
上了新成立的商务部的牌子，
整个过程没有伴随任何仪式，
也没有通知任何一家媒体。

也有部门选择在晚间悄然
挂牌。2008年4月17日晚间，新组
建的中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悄
然挂牌。当日晚间，几个工人和
保安摘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部”的牌子，并挂上“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的牌子，没有举行相关
仪式，也没有任何官员出席。同
年 6 月 29 日挂牌的工业和信息
化部也很低调，“信息产业部”牌
匾由执勤的武警战士撤下，为新
牌子揭幕的也是一名武警战士。

据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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