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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_o`waNO[b*
I1HcZ}~Rdey4of4
1BLgohijLLR7DkX
dpHllJKmnopqrst
uoVvw1jvwg1Btuo6
x##yzI1H}~o{,[)
|4R`abcd]efghij
k8lm9nopqrstuR}
hoI1`ym~"`aPQI1o
y1qHVWog!"JKd#$
%o!k&'R

bT`ao}\Z[V#}oU
VSTo(/0"#VWPQ)
URvrswxyOz8{|}F`
~!"#$i%),+-&'&*&*&{
()*s'+,-'&***&./S
{(0s'12'3s'456'78
r9':;<s'=s'>?@'AB
s'CDEFGHIEJsSQR
K1FG8LMNOPQRS_*
+,dXI1O-.j}/`o0h
123}oVW4g5on#678
9:V;<KR<LH=K>$
?oKL@XL1o}\h4ABC
<DmhVE/HogrsJK!
k&'R

!
"
#
$
%
&
'
(
)
*
+

|T
&/**UVW
&0**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UVW

&X
),,/&)*s
),,.&)*s
),,+&)*s
),,(&)*s
),,-&)*s
),,&&)*s
),,)&)*s
),,*&)*s
),0,&)*s
),00&)*s
),0/&)*s
),0.&)*s
),0+&)*s
),0(&)*s
),0-&)*s

|T
.***UVW

/***UVW?:Y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0ZUVW
)[,ZUVW

&X
),0&&)*s
),0)&)*s
),0*&)*s
),/,&)*s
),/0&)*s
),//&)*s
),/.&)*s
),/+&)*s
),/(&)*s
),/-&)*s
),/&&)*s
),/)&)*s
),/*&)*s
),.,&)*s
),.0&)*s

|T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0')+ZUVW
)*')/ZUVW

&X
),./&)*s
),..&)*s
),.+&)*s
),.(&)*s
),.-&)*s
),.&&)*s
),.)&)*s
),.*&)*s
),+,&)*s
),+0&)*s
),+/&)*s
),+.&)*s
),++&)*s
),+(&)*s
),+-&)*s

|T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ZUVW
/*'0*ZUVW
0*',*ZUVW
,*')**ZUVW
)**')&*ZUVW
)&*')+*ZUVW
)+*')0*ZUVW
)0*'&)*ZUVW
&)*'&(*ZUVW

-**ZUVW

&X
&*)&&)*s
&*))&)*s
&*)*&)*s
&**,&)*s
&**0&)*s
&**/&)*s
&**.&)*s
&**+&)*s
&**(&)*s
&**-&)*s
&**&&)*s
&**)&)*s
&***&)*s
),,,&)*s
),,0&)*s

\]CD^_`%abS|Tcd%e?fghijk8̀ lsmnjm'o6jm'pqr'stuC'̀ vs's$wn'sxm'{(sxyw)*z.{8|d}|T~!"#_Y$%'vs|T&s'(_

!"#$%&!'()*+,-./
01234567589:;<=>?;@
A=BCDEFGH+@AIJKBCDE
FLH+@AIMNBCDEFOHP

,-./01;@AQRSFLTTU
VW"+BCDELHXYZ[341;@A
QRSF\UU]VW"5BC,^_̀GFH+6
71@AQR F]LO_VW"5BCDE
T̀GaH+891;@AQRSF\]]_VW
"5BCDEG̀aGHP

-@AJKbcCde[LafOa"g
hi$j@A=cC _aH+BCDE
]TH+OafU_a"khi;lmn$j@
A=cCS]GH+BCDE]_H+La"o

D;phi$j@AcCSUaHqBC,
^TH+U_a"o,r?$jcCSUFHP

-<=>?stuvwx[,->?@
Apyzst{|}stC~SUOH!
GUHP|}st"#Z+$%&'(t;c
CSG\H+&'{)KM*+(t;cCS
OH ,̀)KM(t;cCS_HP-,-;
<=>?=Rwxde./+0123456
789:;+/01<=>?;@A=5@
AJK5@AMNQ<=>?@;DEP

! "#$ %&' ()

!"#$%&'()*+
!"#$%&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王珍珍）乡村医生年龄老化、难招
人也难留人，这是各地普遍存在的
状况。从2013年起，宁海县通过定
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的方式缓解

“乡村医生荒”，到今年7月已陆续有
60多名定向医学生学成后上岗。这
些土生土长的95后乡村医生专业扎
实、懂方言，为当地乡镇卫生院补充
了高质量的“新鲜血液”。

“阿爷，今天肚子还痛吗？”青春
阳光、能用一口流利的方言查房，
1995年出生的余梦蕊来到病房，病
房里的大爷大妈都爱和她拉家常。
2013年，高中毕业的余梦蕊和宁海
县卫生局签约，成为一名三年制临

床医学专业定向培养生。去年8月，
余梦蕊结束3年专科学习和2年规
范化培训后，来到力洋中心卫生院
成为一名住院医生，卫生院距离她
家只有2公里路程。

乡村医生短缺一直是困扰宁海
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建设的难题。据
统计，近年来，宁海县的乡村医生数
量逐年下降，从2014年之前的240
余人降至如今的150余人。由于乡
镇医院专业水平提升空间有限，留
住人才很难，乡村医生队伍老龄化
严重。在宁海，不少乡村医生有六
七十岁，最大的已有80多岁，最年轻
的也有40多岁。

从2013年开始，为缓解乡村医

生紧缺难题，宁海县推出了定向培
养医学生计划，“订单式”委托高校
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定向培养
生按期毕业后，回户籍所在的农村
社区工作，要求服务期限不少于5
年。

“事实证明，这些土生土长的乡
村医生接地气，不存在水土不服的
情况，而且医学基本功扎实，会讲方
言，很受基层医院和当地患者的欢
迎。”宁海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副书记
柴叶军介绍，如今宁海县已陆续培
养了专科、本科层次的医学生155
人，其中60多人学成后在乡镇上岗。

柴叶军说，随着人们对定向培
养农村社区医生这种“上学就相当

于就业”模式的认可，近几年，定向
医学生在宁海的招生分数一路水涨
船高。2017年，宁海计划招收10名
定向培养临床医学专科生，原本要
求高考分数在394分以上就可报考，
后来因为报考人数多，录取的最低
分数线达490多分，最高分数达552
分，最高分已接近当年高考的一段
分数线。

记者从宁波市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从 2009 年起，全市 10 个区县
（市）共招收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
1081人，除少数定向生流失外，学成
后走上基层医疗机构工作岗位的已
有407人，定向生流失率全省最低，
有效缓解了乡村医生紧缺的状况。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
员 胡雨歌 李灵珊）记者昨天获
悉，根据宁波市医疗保障局、宁波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宁波
市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价
格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0
年8月1日起，公立医疗机构的13
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有所调整。

为什么要调整部分医疗服务
项目的价格？宁波市医保局官网
公布的“关于《宁波市公立医疗机
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
的政策解读”中提到，根据国家文
件要求，我市于2019年 12月 31
日起，取消了所有公立医疗机构
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加成，根据
相关文件精神，将完善公立医疗
机构因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少的
收入补偿政策，及时通过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予以弥补，确保医疗
机构良性运行，促进我市医疗卫
生事业健康发展。

此次调整价格的医疗服务项
目原则上从省级医疗机构的医疗
服务价格高于我市的项目中选
取，且补偿项目基本覆盖各级医
疗机构。

此次调整的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共有13项，实施范围为宁波市

各级公立医疗机构，从8月1日开
始实施。具体调整内容为，急诊
诊查费方面，三级及区县（市）的
二级医疗机构急诊诊查费由现行
加收3元/次统一调整为加收8元/
次。住院诊查费方面，三级医院
住院诊查费由现行17元/日调整
为22元/日；区县（市）的二级医院
住院诊查费由现行16元/日调整
为21元/日；基层医疗机构住院诊
查费由现行2元/日调整为7元/
日。

此次调整的还有6项治疗类
的服务项目，包括小儿静脉输液
（门诊/含输液器）、小儿静脉输液
（住院/含输液器）、小儿静脉输液
（门诊/不含输液器）、小儿静脉输
液（住院/不含输液器）、大清创（缝
合）、大清创（不缝合）。其中大清
创（缝合）的价格调整后为169元/
次，大清创（不缝合）的价格调整
后为118元/次，如果是6周岁及
以下儿童可在原价格基础上加收
30%。

此外，调整的检查类医疗服
务项目有3项，包括常规心电图检
查、胃十二指肠镜检查和结肠镜
检查，调整后每次价格分别为20
元、220元和330元。

95后乡村医生来了

宁海定向培养破解“乡村医生荒”难题
60多名医学生已陆续上岗

全市公立医院
13项医疗服务价格明起调整

7月29日上午，杭州湾跨海大桥举行通车以来最大规模的养护标准
化封道作业演练，安全锥自动收放机、防撞车、道路安全预警机、预警手
环等一批“黑科技”养护装备亮相。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夏晓亮 摄

““黑科技黑科技””装备亮相杭州湾跨海大桥装备亮相杭州湾跨海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