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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碍、男性不育等疾病。

读者：我今年65岁，3年前出现排尿不畅，
十分费劲。医生说患了前列腺增生，吃药治疗，
开始服药症状有缓解，后来服药也没用，每晚
尿频七八次，症状不断加重，医生建议手术，请
问郭主任要手术吗？
常州华山医院泌尿外科专家答：
前列腺增生是 !"岁以上男性常见病，表

现为排尿困难、尿频等。大多医院采用孕酮、抗
雄激素药物治疗，难控增生，最终导致血尿及
急性尿潴留，不及时手术，易肾衰竭危及生命。

建议采用省人民医院泌外专家在常州华
山医院推广的《中西结合前列腺增生分型疗
法》，以中医“瘀证”范畴施治，内调活血化瘀、

补肝肾，结合超声理疗，自然缩小增生，恢复排
尿正常，实现治愈；如符合手术指征，则采用
“经尿道水囊前列腺扩开术”无创疗法，可保留
原脏器，适合年老体弱不能手术患者。

通过栏目热线：85155399预约以上专家，
会诊费优惠50%。

9月华山名医堂专家出诊一览表
程双管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巢志复教授原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郭洪茂主任江苏省人民医院协作泌尿外科临床基地
陈云康主任江苏省人民医院协作泌尿外科临床基地
孟海艇主任江苏省人民医院协作泌尿外科临床基地

郭洪茂 省人民医院协作泌外科专家组成员
常州华山医院皮泌尿外科特聘专家

!前列腺增生需要手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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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继续发力

多部门谈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热点问题

今年将再取消和下放200项行政审批事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一年多来，我国先后取消

和下放 7批共 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国务院新闻办

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多部委有关负责人就我

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确保高“含金量”
有舆论认为，已下放和取消的

行政审批事项存在社会关注度低、
含金量不高等问题。
“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实施的行

政审批事项中确实还有一些政府不
应再审批、‘含金量’比较高的。”国
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李章泽说。

他说，下一步要建立健全常态
化的监督检查机制，加大督查力
度。“国务院督察组督查24个部门
后，还有30多个部门要一查到底，
按照一部一策，特别要对700项重

点事项集中攻关。凡是市场机制能
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
批；凡是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
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更有效的审批
事项一定要下放。”

李章泽说，今年将再取消和下
放200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对于
一些新出现的经营模式和投资模
式，只要市场自身能够调节，又不
危及国家安全、公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的，商事主体先向工商登记部门
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即可从
事一般性的经营活动。

需报中央核准的投资审批项目再减40%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的取消下

放受到广泛关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杨洁说，去年发展改革委取
消、下放、转出企业投资核准事项
49项，需要报中央核准的企业投
资项目减少了60%。目前，企业投

资项目实行核准管理的已不到
20%。

“今年将进一步缩减核准范
围、下放核准权限。初步测算，需报
中央核准的审批项目将在去年基
础上再减少40%，而且含金量更
高。”杨洁说。

打掉市场主体创业兴业“拦路虎”
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是

国务院确定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任
务。今年我国已分两批取消58项
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同时
部署地方取消自行设置的 570多
项职业资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孙建立说，今年
11月我国将再取消一批职业资

格，到2015年底基本完成减少职
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
“一方面要进一步减少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打掉市场主体创
业兴业的‘拦路虎’；另一方面，要
依法依规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
度。两者并不矛盾，该减少的一定
要减少，该准入的也要实行准
入。”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
张立新说。

让小微企业生下来活得好、活得久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

业注册局局长周石平说，注册资
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半年来，我
国新登记的市场主体 659.59万
户，同比增长 15.75%。新登记的
外商投资企业在连续两年负增
长后出现正增长。

周石平说，下一步将推动地
方政府出台简化住所登记条件
的具体规定；放宽其他企业登记

条件，包括名称登记管理和经营
范围登记管理的改革；对市场主
体退出机制要加强研究，简化和
完善企业注册程序，实行企业登
记的全流程便利化改革等。

“要加强对新登记市场主
体、新登记小微企业的扶持力
度，让这些企业生下来后活得
好、活得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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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目标和方向已定

重点是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
推行职务职级并行薪酬制度

公务员工资，一直是舆论热点
话题。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工资制
度，影响的显然不只是公务员的个
人福祉，更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体系
与成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员工
资制度共经历了四次大的改革，现
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施行于 2006
年，缺陷日益凸显，改革亟待破局。
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怎么改？在
收入分配改革全局中应处于怎样的
方位？

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目标和方向已明确
根据 2013年 2月国务院转发

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
见》工作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胡颖廉就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方
向表示，此次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基
层公务员待遇，具体做法有两点，一
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
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
度。

“公务员队伍是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基层公务员

更是上情下达的关键环节”，胡颖廉
认为，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
度，能够有效解决地区差别不合理
的问题。现实中，省与省之间最高和
最低津补贴相差可达 3至 4倍，同
一省内不同地区也存在差距，不仅
挫伤了积极性，也直接影响行政效
率。

其次，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
薪酬制度，就需要在“升官”的狭窄
路径之外，拓宽“职级”这条路。这方

面深圳走在全国前列。作为人社部
批准的全国聘任制公务员制度试
点，深圳于 2007年和2009年分两
批招聘了53名聘任制公务员。2010
年1月1日起深圳规定所有新进入
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
制。同时开始正式推行公务员分类
管理改革，将公务员分为综合管理、
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三类，并为后
两类建立独立的职务序列，工资待
遇不再与行政职务级别挂钩。

建国来公务员工资 4次改革亮点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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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于当时主流观

念对于物质报酬持否定态度! 此后

的工资管理并没有完全按照上述

"决定%进行$

亮点! 实现了从供给制到货币

制的跨越$

遗憾! 该制度中不区分具体项

目!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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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调整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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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

达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制度改革方案#$ 这次改革规定

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四部分

组成$ 一是基础工资!发放的金额不

分职务等级和工作年限! 所有人一

样$ 二是职务工资!职务越高得到物

质回报越多$ 三是工龄津贴!主要根

据工作人员的工作年限来定$四是奖

励工资!即来自所在单位行政经费的

结余奖励工作绩效好的工作人员$

亮点! 剥离了企业工作人员的

工资部分$

遗憾!这次改革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奖金原则上是给绩效较好的员

工!实际执行中则是人人有份)过度

强调职务对工资的决定作用! 造成

了高职位不当扩张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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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机关工作人员工资

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新工资制

度要防止高定级别* 高套职务工资

等不良现象$ 与此同时!不再划分工

资区!而是引入了地区津贴$ 地区津

贴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地区附

加津贴$ 此次改革强调在条件成熟

时! 对考核优秀和称职的工作人员

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

亮点!让机关工作人员与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脱钩!同时明确要防止高

定级别*高套职务工资等不良现象$

遗憾! 虽然这次改革制定了用

于补偿机关工作人员在不同地区生

活成本的地区津贴制度! 却恰逢我

国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急剧扩张 !

导致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巨大工资差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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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出

台$ (通知#强调!要有效调控地区工

资差距! 逐步将地区工资差距控制

在合理的范围内$ 这次改革还对基

本工资结构做了调整+ 基础工资和

工龄工资不再保留! 级别工资权重

有所加大$ 同时!公务员工资级别从

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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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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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在大幅提薪的同时!统一

了公务员工资级别$

遗憾!在政策执行中仍然存在工

资统发和激励机制等问题$如工资统

发中有相互依赖关系的部门太多!没

有一个主体有最高的权威$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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