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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缓解
儿科医生“吃紧”？

随着两孩政策放开， 我国婴幼儿数量
将会增长， 破解儿科医生紧缺难题更加急
迫。

“应把儿科作为医院重点项目，将儿科
建设作为医院考核的硬性指标。”陕西省卫
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安海燕说， 可以设
立儿科医生专项补贴资金，在绩效考核、晋
升与培训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目前， 陕西省卫计委已要求综合性医
院必须设儿科， 且儿科床位占总床位的
５％。

据了解，从 １９９９ 年起，全国大部分
医学院停止儿科专业本科招生。“儿科
专业本科毕业生少， 是造成儿科医生
人才梯队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宝
西说，“各大医学院校应恢复儿科专业
招生，缩短儿科医生培养时间。 ”

受访专家建议， 政府应对基层医院儿
科进行重点帮扶， 以政策鼓励高质量医生
流向基层医院。设立儿科免费医学生，鼓励
医生向基层流动。

安海燕说，应将 ０至 ７ 岁儿童保健和
医疗纳入母婴保健法， 从法律层面督
促、规范儿科的发展，将儿科发展纳入
“健康中国”建设。 (据新华社）

“全面两孩”来临，
“儿科医生荒”如何破解？

� � 全国每千名儿童只有不足半名医生，一
些医院甚至对儿科进行“限诊”……随着“全
面两孩 ”政策实施 ，我国儿科医生资源紧
缺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

千名儿童
只有 ０．４３名医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儿科门诊内， 上百名前来就医的患儿和家长把候
诊大厅和走廊塞得满满当当。这家医院儿科日均急诊量超过 ５００人次，有儿科
医生 ３６名，儿科床位 １００张。

医院儿科主任、 陕西省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西说：“我们
的儿科医生和病床数量在陕西综合性医院中算多的，但仍难满足患者需求。 ”

“一个上午，我要看一百多个病人。”王宝西说，病床也是供不应求，通常肺
炎患儿要等两三天才能排到床位。

“儿科医生一个萝卜一个坑，缺谁都不行。”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罗志
娟说，有四名医生请假或出差，导致儿科运营困难。

《２０１５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显示，近 ５ 年来，中国儿科医生总
数从 １０．５ 万下降到 １０ 万，平均每 １０００ 名儿童只有 ０．４３ 位儿科医生，与全国
平均每千人配备 ２．０６名医师的水平相去甚远。

王宝西介绍，这一比例在基层市县更低。 在陕西省渭南市，平均每千名儿
童只有医生 ０．１７人，医患配比严重不足。

“我们医院已经降低了儿科医生招聘标准，还是很难招到人。 ”罗志娟说，
儿科优秀人才、骨干医生紧缺，西安市中心医院 １６名儿科医生中，副高及以上

的只有 ３名。
据陕西省卫计委统

计， 陕西儿科医生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
３０％ ， 大 专 学 历 占
３０％， 与其他科室相
比， 儿科医生总体学
历偏低。 ２０１４ 年陕西
省儿科医生流失 ３８０
人， 超过全省儿科医生
总数的 １０％，流失的医
生主要集中在市县级基
层医院。

儿科
为何进人难、留人难？

“儿科工作强度高、压力大、风险高，难以
吸引优秀人才，也难留住医生。 ”罗志娟说。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儿内科副主任医师付
蓉告诉记者，她每周两天门诊、两天会诊，每
四天值一次 ２４小时班， 天天去病房查房，平
均每天工作 １０小时以上，一年多没休过一个
完整的周末。

据了解，儿科又被称作“哑科”，对医
生诊断水平要求高。 儿童病情变化快，儿
科医生要承担的诊断风险也高。 而家长
爱子心切，对医生的治疗抱以极大期待。
儿科成了医患矛盾的重灾区，医生、护士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家长的叱责甚
至打骂。

“天天有家长冲护士发脾气。 一针没扎
好， 家长就喊‘你会不会扎针， 拿我娃练手
呢’。心急的说话就更难听了。”西安市中心医
院儿科护士李佩说， 这几年医院儿科护士有
十人离职。

“工作量不比别的科室少， 工资却少了
３０％。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护士
长房夏玲说。 儿科常见病多、大检查少、用药
少，儿科的收入也比别的科室少。不少医院医
生工资与科室收入挂钩， 儿科医生工资普遍
低于其他科室。

■杨一苗 蔡馨逸

临西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临告字[2016]001号、002号)

经临西县人民政府批准, 临西县国土资
源局决定以 拍卖 方式出让 1 (幅)�地块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申请人应具备
的其他条件：

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行为的，均不得参加
本次竞买活动：

1、欠缴出让金的；
2、 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
4、 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

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

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6年 02
月 02日 至 2016 年 02 月 17 日 到 临西县国
土资源局市场股 获取 拍卖 出让文件。

五、 申请人可
于 2016 年 02 月 14
日 至 2016年 02月
17 日 到 临西县国
土资源局市场股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 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02 月 17 日
16 时 00 分。 经审
核， 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将在 2016 年
02 月 17 日 16 时

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

2016 年 02 月 18 日宗地 001 号为 10 时 30

分、宗地 002 为 11 时 00 分在 临西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进行。

七、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临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委托河
北瑞丰拍卖有限公司主持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

（二）有意竞买者对拍卖地块现场自行
踏勘，拟出让土地以现状为准；

（三）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拍卖出
让人将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四）临西县国土资源局对本公告拥有
解释权。
八、 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临西县珠江路北侧
联 系 人：董女士
联系电话：0319-8560080

�������开户单位：临西县国土资源局；临西县
国土资源局（土地拍卖专户）

开户银行：邢台银行临西支行；邮政储
蓄银行临西县支行

银 行 帐 号 ：8865812012000000019；
100372486520010001

临西县国土资源局

受委托，定于 2016 年 2 月 6 日 10 时在
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旧机动车辆。 有意
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于 2016
年 2 月 5 日 16 时前到河北瑞丰拍卖有限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样时间：2016年 2月 4日 -5日
联系电话：0319—2211060��2211070

�����公司地址：邢台市中华大街 158号
河北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