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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信息

中医健康养生杂志社
诚征广告经营独家代理

为做大杂志的广告经营业
务，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诚征
守诚信、观念新、懂经营、有业绩、
善合作的广告独家代理伙伴或合
作经营伙伴。

一、投标要求：
1.投标代理公司必须是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具有合法资
质的广告公司。（有效营业执照、
广告许可证复印件）

2.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
良好的企业信用和企业商誉。

3.熟悉广告经营业务，有较

强的广告开发和活动策划能力。
具有经营医药报刊类广告实践经
验者优先。

4.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经济实
力，有良好的广告业绩。

5.提供 2015~2017 年度广告
代理费指标数额。

二、代理时限：2015年至2017
年。

三、代理方式：商定杂志社
2015 年至 2017 年广告收入指标
基数，代理公司全额上缴报社杂
志广告年收入指标基数后，超额
部分全额归属代理公司。如合作

经营可提出合作意向，具体合作
内容和形式等另外商定。

四、投标时间：2014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5 日。有意
向者请于 11 月 15 日前按上述投
标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五、联系方式：E-mail：cntc⁃
mbgs@163.com。或邮寄：北京市
朝阳区北沙滩甲 4 号，中国中医
药报社办公室。邮编：100192。

联系人：赵先生
电 话：010-64868868

010-64854537

本报讯 （记者许守年 李晓峰）吉林
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中期督导
结束，近日，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
评估认为，自提升工程实施以来，吉林省各
地区累计投入经费达 2.18 亿元，使县级中
医院龙头建设得到有效加强，基层乡镇中
医药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整体部署，由
吉林省提升工程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组成
的 3个工作组，分别由局领导带队，对全省
提升工程进展情况进行中期督导。

吉林省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
家，配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并能提供中
医药服务的占比为 86%；乡镇卫生院 784
家，配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并能够提供

中医药服务的占比为 76%；社区卫生服务
站 110 家，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占比为
65%；村卫生室 9145个，能够提供中医药服
务的占比为61%。

2014年，吉林省将 50个便民中医馆建
设工作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工程。吉林省
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乡镇卫生院中医馆
建设标准》，并为每个建设单位补助经费 5
万元。截至目前，50个乡镇卫生院便民中
医馆已有 34家乡镇卫生院完成建设任务，
16家乡镇卫生院将于 11月底完成建设，年
底前 50 个乡镇卫生院便民中医馆能够全
部建完。

吉林省规定“参合农民患者在县及县
以下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使用中医药

及中医适宜技术的，在新农合报销补偿比
例的基础上，提高 5个百分点”。将符合要
求的中药饮片、中成药和定点医疗机构院
内制剂，纳入新农合药品目录。

吉林省开展了一技之长人员纳入乡村
医生管理工作，启动了基层卫生服务人员
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项目。此外，该省
还坚持把中医药人才引进与培养作为抓好
中医药事业的头等大事。长春市二道区制
定了基层卫生人才引进三年规划，连续 3
年通过公开招录的形式为卫生系统招录卫
生专业大学毕业生 57人，其中中医专业 13
人。通化市柳河县、辽源市东丰县、白山市
靖宇县积极探索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纵向
流动机制，扎实开展县乡一体化管理试点工

作。
吉林省要求各市州借鉴长春市试点经

验，开展民营中医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工
作。各市州确定 1 个市县开展试点，明确
规范化管理内容，细化工作措施。其中，吉
林市、四平市及辽源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民营中医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并将民营
中医院等级评审纳入省级中医医院等级评
审范围。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邱德亮介
绍，今后，无论是中医馆建设，还是医保政
策倾斜、基层人才培养，都要站在战略的高
度，以提升工程为契机，探索建立全面提升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长效机制，保障基
层中医药事业能够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强化县级中医院龙头建设，带动乡镇中医药服务

吉林省提升工程初见亮色

本报讯 （实习记者周蔓仪）在近日举办的
中国长白山健康养生文化论坛上，中华中医药
学会与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达成共识：推动建
立以全国养生健康发展为导向、以顶层设计为
统领、以行业资源为依托、以资源整合为核心、
以战略合作为手段、以合作共赢为动力的养生
健康产业体系。

论坛以“传承养生文化理念倡导人类健康生
活”为主题，共识包含政府主导、学会推进、整合资
源、多方共赢四项原则。长白山健康养生文化产
业将在吉林省政府支持下，发挥学会作用，汇集资
源形成合力，以期共赢。双方希望在此共识基础
上，将长白山论坛建成一个品牌化论坛持续运行。

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曹正逵、吉林省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邱德亮等领导出席论坛。

中华中医药学会与吉林省达成共识

建养生健康产业体系

本报讯 （记者李晓峰 通讯员田
薇）日前，由香港百成堂慈善基金会资
助，长春中医药大学赴港中医药文化交
流团一行 22人，在香港完成中医药文化
交流与考察活动。

交流团由长春中医药大学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共 20 人组
成。在港参观了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
院、香港中药材集散地“高升街”、东华三
院中医门诊、香港中文大学中药园等地；
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医
药学生交流。交流团向香港大学师生赠
送《韵象长中大》一书。

长春中医药大学

赴港交流中医药文化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学术年
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
会及中国（河北）第二届国际眼科学术研讨会在
河北省（邢台）眼科医院开幕。

会议践行“传承创新、交融协作”宗旨，邀请
近40余名国内外眼科专家讲学，介绍眼科研究最
新进展，讨论眼科各领域热点问题。中医会场举
办中医理论及名老中医经验、黄斑病、葡萄膜炎、
视神经病、泪道病中西医结合诊治、中医眼科基
础研究等方面主题报告及论文交流，使中、西医
眼科专家能相互借鉴、互通有无。 （卜 一）

中西医眼科专家
共聚河北对话研讨

本报讯 (通讯员林 铭)日前，由中
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主办，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世界作业
治疗联盟协办的第二届“天瑞杯”全国
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技能大赛在福州举
办,中山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
医药大学等全国各地 37 所院校近 300
名师生代表参加。

赛事历时 3 天，分设本科物理治疗
组、本科作业治疗组及专科组，比赛中
使用标准化病人，并由国际和国内专家
组成的第三方裁判组评判。

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代表
队包揽本科物理治疗学组、本科作业治
疗学组一等奖。

福建中医药大学

康复技能大赛夺冠

本报讯 （记者魏 敏）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方医院日前启动“健康中国行
——2014年度科学就医”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增强居民科学就医意识和能力。

医院要求落实分级就诊等制度，优
化导医服务流程，加强信息公开，畅通医
患沟通渠道；同时加大“科学就医”主题
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健康讲座、院内宣传
栏、多媒体屏幕、东方月报等形式广泛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患者树立科学就
医理念，养成科学就医行为，同时利用网
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相关传播活
动，塑造良好宣传氛围。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主题宣教“科学就医”

本报讯 （实习记者周蔓仪）11月2日，世界
针联2014年特别研讨会在美国休斯敦召开，针对
澳大利亚学者近日一份宣称“针灸治疗老年慢性
膝关节疼痛无效”的临床试验报告深入探讨。

经分析，与会临床专家和针灸师发现该试验
设计不够严谨，在试验目的、观察指标、治疗方法
及数据解释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报告不但同大
多数针灸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患者亲身感受不符，
也同临床试验报告结果矛盾。专家认为该报告
得出的结论不够准确，不宜在媒体广泛传播。

与会专家联合发出倡议，提倡用科学方法
研究针灸，尊重几千年的临床经验和患者反馈，
严格审查临床试验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并希望
针灸试验应有中医针灸专业人士参与和把关，
多学科合作共同进行高质量研究。

世界针联执行主席梁慎平、名誉主席洪伯
荣以及英国中医针灸协会会长马伯英等世界各
地的针灸专家出席会议。

世界针联提倡
用科学方法研究针灸

11月3日，安徽亳州市谯城区十九里镇马寨村药农在收获亳菊。深秋时节，安徽省亳州市10多万亩亳菊喜获丰收，当地药农抢
抓时机采收中药材亳菊，确保亳菊丰产丰收。据了解，亳菊和黄山贡菊、杭白菊、滁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菊。 刘勤利摄

本报讯 （记者胡 彬）11月 5日，北京中医
医院顺义医联体揭牌，包括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中医医院顺义医院、顺义区牛栏山镇、北石槽镇
和南彩镇卫生院、龙湾屯镇卫生院，将实现“小
病康复在社区及卫生院，大病进区县医院，疑难
危重症到三级医院”的分级诊疗目标。

医联体以北京中医医院为依托，以北京中
医医院顺义医院为核心，联合牛栏山镇卫生院，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与牛栏山镇卫生院实行
一体化的紧密型合作。将住院床位扩展到 450
张，其中保留不少于20张的社区床位，继续保留
牛栏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职能。

通过医联体建设，开展二级医院与一级医
院的一体化合作，使百姓实现在基层用一级医
院的价格享受二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北京中医医院
顺义医联体成立

(上接第一版)
从上世纪 90 年代几百万元的财政支

持，到如今 2亿元的支持，罗建亲历了国家
对中医药事业支持程度与日俱增的变化。
他说日前国医大师表彰座谈时刘延东副总
理的讲话，让他感觉到中医药被推到了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

而偏居一隅的甘肃省，早已将中医药
作为该省“产业先行”的立足点。甘肃省卫
生计生委主任刘维忠坦言，作为一个经济
相对并不发达的省份，甘肃在其他产业发
展中并没有太多优势，但是如今在最贫困
的地区，中医药已经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
支柱产业。

“在定西、陇南等贫困地区，中药材已
经成为部分地区的最主要收入来源。甘肃
省中药材人工种植面积达到360万亩，省内
县级、乡级的收入中，与中药材有关的分别
占到了 50%、90%。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中药材批发市场，交易量已经占到全国第
二。”刘维忠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向
记者表示，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
关键节点，中医药产业在转型中担当重要
角色。

数据显示，中医药产业经济价值正在

被加速激发出来，目前中医药产业年产值
超过5000亿元。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
会副会长刘张林告诉记者，在出口方面，与
中药材相关的产品出口额去年达到了30亿
美金。“从 10亿到 20亿元，中国用了 5年的
时间（2006到2011年），但从20亿元到30亿
元，中国仅用了 2 年的时间（2012 到 2013
年），增速明显。”

地方产业蓄势待发

邱德亮告诉记者：“健康产业将是未来
最朝阳的产业，蕴含巨大经济空间，中医药
在其中的发展空间将不可想象与替代。在
治未病、预防、养老、妇幼保健等领域，中医
药都将大有作为。”目前该省中医药产业总
产值已突破 2000 亿元，部分地区已将中医
药产业确立为当地发展的支柱产业。

刘维忠说，该省通过思路创新，拓展中
医药产业，正在推出减肥旅游、生态园项
目，甘肃敦煌打造的生态旅游项目已投资
20亿元，未来还将举办洋姜节，推出洋姜为
主打的减肥茶、减肥面包、减肥粥、减肥方
便面等。

云南省则提出了万亿发展大计。该省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省中医管理局局长郑
进表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该省
提出了“大生物、大能源、大旅游、大制造、

大服务”5个万亿元“大产业”规划。到2017
年，该省中药工业产值将达 800亿元，中药
种植产业达 200 亿元。在健康服务业和养
老业中医药产业方面，该省将加大投资力
度，建立一批优质中药材种植基地。

另一方面，如何从机制体制上入手，更
好地激活中医药产业发展，也成为各方思
考的重点。刘张林向记者建议，在中医药
产业发展中应该由“审批为主导”向“监管
为主导”的管理方式转变。“上市中医药保
健品或药品，不一定都是效果好的，没被批
准入市的也不一定都不好。出了问题，自
有国家对企业依法惩处，上市的条件应该
相应打开才能激活中医药发展。”他说：

刘维忠则希望，未来甘肃省中药材种
植能纳入国家的粮食直补系统，并且在中
药材种植、加工方面，设备耗材能纳入农机
具补贴。

国医大师张大宁认为，中医药具有自
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属性，涉及农业、工业、
商业，涉及经济、科技、文化、对外交流等诸
多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

他建议将中医药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战
略，特别是当前应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纳
入国家重点规划，同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将中医药作为重要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