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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化系统互通互联将获政策支持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国家卫计委规划

与信息司近期将发文，促进医院信息化系统

的互通互联。 此次发文的目的在于加快建设

标准和接口统一的医院信息化系统， 为省

级、国家级平台的建设和联网提前铺垫。

卫计委官员表示，医院信息化互通互

联是助推全面深化医改、推动健康医疗服

务模式转变、培育健康产业增长点的迫切

要求，在支撑人民群众多元化健康医疗需

求、提高医疗卫生资源使用效率和服务医

疗卫生科学监管等方面作用凸显。医院信

息化发展是整个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

建设的关键环节。

医疗信息化业务大致可分为医院信

息化系统（HIS系统）、区域信息化平台、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三大类。医院信息化系

统呈现散点化、区域割裂的局面，经济发

达地区的医院信息化系统已相当健全，但

各区县、各医院之间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接

口，导致医疗系统的互通互联仍存在较大

困难。 区域信息化平台当前基本处于空

白，目前只有零散的区县级平台，尚未有

统一的省级平台，这将是国家未来重点推

动的一大方向。

卫计委官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实

现医疗信息化系统互通互联的目的在于，

建立健全个人健康档案；为医保跨地区结

算铺垫；为医保控费提供便利；为个人商

业健康险的控费方案收集居民健康信息。

省级医疗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一般需要3

亿—5亿元， 全国市场规模可达200亿—

300亿元；平台设立后，每年持续的运维服

务收入也比较可观；与商业健康险的对接

将有广阔市场。（相关报道见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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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证券市场保证金净流入创历史新高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最新数据显示，上周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

金银证转账增加额为22699亿元， 减少额为13621亿元， 日平均数为

29449亿元。 上周证券市场保证金净流入9078亿元，创历史新高。

A07�公司新闻

二线视频借A股市场弯道超车

A股市场暴风科技的标杆意义， 令视频行业内其他公司加快了A股

上市的步伐。 分析人士指出，A股市场的高估值让二线视频企业有了弯

道超车的机会，随着新一轮并购重组和多业务拓展的展开，视频行业的

既有格局将打破。

A11�货币/债券

创新业务耗钱耗资本

券商举债募股“两手抓”

今年证券业股权融资规模较去年翻番是大概率事件，股权融资的步

伐进一步提速。券商发力股权融资，不仅为拓宽融资渠道，更为应对净资

本约束。仅仅靠发行短融等债务工具已不能满足券商的融资“饥渴” ，未

来股权融资和永续债等其他资本补充工具或更加为券商所倚重。

解禁潮汹涌不碍5000点牛途

经过二八分化之后，八二格局重新上演，成长股重新崛起登上舞台。值得关

注的是，在新股和限售股解禁的双重影响下，6月首周限售股解禁市值和6月整

体解禁市值均处于年内峰值，其中成长股居多。从目前来看，成长股解禁后反而

有望轻装上阵，不会阻碍牛市大格局。

A股国际化趋势明朗 外资热情难抑

MSCI宣布暂不将A股纳入其全球基准指数， 但表示在解决重要的市场准

入问题后，A股将很快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 有海外机构人士预测，A股最快将

于今年底被纳入MSCI全球市场指数。QFII和RQFII等境外资本继续涌向A股。

除偏爱蓝筹股外，有机构开始少量加仓创业板。

国务院：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

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 用“互联网

＋

外贸”实现优进优出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0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推进财政资金统

筹使用措施，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稳增

长调结构惠民生作用；决定将消费金融公

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

力； 部署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

展，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确定支持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政策，增添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新动能。

会议认为，改革创新机制，加快推进

财政资金统筹使用， 坚决改变资金使用

“碎片化” ，提高使用效益，是用足用活积

极财政政策的关键举措。 会议确定，一是

对地区和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

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重点建

设。 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要加快预算执

行， 也可按规定用于其他急需领域。 从

2016年起， 对上年末财政存量资金较大

的地区和部门，适当压缩下年财政预算规

模。二是推进科技、教育、农业等重点科目

资金整合，加快消化结转结余资金。 三是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对项目预算执行慢

的，同级财政可按一定比例收回用于其他

方面。 四是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将资

金分配、项目确定权交给地方，允许地方

在统筹使用上先行先试。五是加强部门内

和跨部门资金统筹协调，避免重复安排支

出和固化投向。六是将尚未使用的地方政

府存量债务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与新增债

务资金统筹使用。七是对政府性基金和专

项收入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加大政府性基

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统筹使用力度。八是统筹协调预算编制

和执行， 各级财政要严格控制代编预算，

确需代编的事项要在当年6月30日前下

达。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在水利、社

保等领域开展滚动财政规划试点。（下转

A02版）

稳增长再出招 万亿地方债解压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财政部10日消息，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近日下达第2批10000亿元地方

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 这是继3

月财政部下达第1批10000亿元置换债

券额度后，中央再次出手缓解地方偿债

压力。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是稳增长、防风

险的重要举措。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有利于保

障在建项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处理

好化解债务与稳增长的关系，还有利于

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缓解部

分地方支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

点项目建设。

关于第2批置换债券如何发行，该

负责人表示， 针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

的不同特点， 为进一步丰富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方式，财政部与人民银行、银

监会联合研究印发了 《财政部 中国

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2015年采用定

向承销方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有关事

宜的通知》。 根据《通知》，置换债券

可以采取公开发行和定向承销两种发

行方式。 采用定向承销方式发行置换

债券， 由地方财政部门与银行等特定

债权人按市场化原则协商， 进行定向

承销。 不采用定向承销方式发行的置

换债券，仍采用招标、公开承销等方式

公开发行。 目前，一些地方在开展第1

批置换债券发行工作时， 已按要求采

取上述发行方式， 债券发行总体平稳

顺利。

对于如何确保第2批置换债券资

金偿还存量债务，该负责人表示，第2

批置换债券资金必须用于偿还审计确

定的截至2013年6月30日政府负有偿

还责任的债务中2015年到期的债务本

金， 地方政府已经安排其他资金偿还

的，可以用于偿还审计确定的政府负有

偿还责任的其他债务本金；优先置换高

息债务；不得用于偿还应由企事业单位

等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 不得用于付

息，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为加强债券资金管理，财政部在向

各地下达债券额度时严格要求：一是置

换债券中的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必须

分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和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 二是采用招标、公开承

销等方式发行的债券资金置换存量债

务时，本级财政部门、存量债务债权人、

债务人、 有关主管部门要共同签订协

议，明确还款金额、还款时间及相关责

任等，由各级财政部门严格按照财政国

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协议规定和偿债

进度直接支付。采取定向承销方式发行

的债券资金置换存量债务时，不涉及资

金流动，也不会存在挪用的情况。 三是

要求置换债券偿还存量债务严格逐笔

对应到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的

存量债务项目，省级财政部门要认真统

计置换债券偿还存量债务的分项目情

况，并报财政部预算司、国库司及财政

部驻各地专员办备案。四是要求省级财

政部门和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加大监

管力度。 对违规组织债券发行、改变债

券资金用途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