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4-7 月是

血防查灭螺的重要

月份， 承担岳阳城

区血防工作的岳阳

楼区， 今年抢在汛

期来临前开展了各

项以控制传染源为

主的防治基础工

作。 图为血防人员

在沿洞庭湖的月山

岛进行灭螺前的铲

草准备和药物灭螺

工作。

通讯员 谈谆

宋雄辉 摄影报道

查螺灭螺

正当时

������本报讯 （记者 洪雷） 据湖南省

卫生厅通报，目前湖南省农村和城市

基层合格的医疗卫生人才短缺，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仅占

9.4%， 仍有部分乡镇卫生院无执业

医师。

此外， 全省乡村医生大多学历

不高， 大部分乡村医生不具备报考

国家职业 （助理） 医师考试资格。

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员中具有本科医

学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到 3%， 具

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仅占

1.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技术

人员高级职称人员不足 1%。

为改变这种状况， 湖南省决定，

到 2020 年，拟通过多种途径培养 1.2

万名全科医生， 其中近 3 年培养

4000 名全科医生， 基本实现城市每

万名居民有 1-2 名全科医生，农村每

个乡镇卫生院有 1名全科医生。

������范珍贤告诉记者， 定向招收

的免费医学本科生毕业后， 将与

省教育行政部门签订 《定向就业

协议书》， 到定向乡镇卫生院工作

6年。 服务期内， 经相关部门批准

和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后， 可在本

县 （市、 区） 农村基层医疗机构

之间流动。 对不履行协议规定的，

必须退还已享受的学费、 住宿费

和生活补助。

“在上一批招收的学生中，

确实有个别学生已经萌生退意，

但按照协议， 是不可能轻易让他

违约的。” 范珍贤说， 今后还将从

省级层面对免费培养的全科医生

进行统一管理， 违约后， 其执业

注册都可能受限。

本报讯（通讯员 侯勇）今年，岳阳市

将在汨罗、云溪、君山等县市区设立戒毒

药物治疗门诊，并开展流动药物维持治疗

试点工作。

据了解，今年岳阳市禁毒工作的重点

将加大对吸毒人员动态管控和拓展应用

工作力度， 强化对吸毒成瘾人员的管控，

各县市区将开展禁毒教育基地建设，进一

步加大禁毒工作综治力度，并开展经常性

排查行动，澄清辖区吸毒人员底数。

当地卫生部门还将开展流动美沙酮

门诊试点工作，强制隔离戒毒所要做到满

员收戒，各级公安、药监、安监等部门将加

强对易制毒化学品和精神药品、麻醉药品

管理；文化、工商等部门降依法管理娱乐

场所、确保娱乐场所不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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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小信箱

□

◇主持人 洪雷

解读新农合新政

（五）

□乡村短笛

□

实施一般诊疗费

补偿的基本内容

政策： 调整收费项目， 将现有的

挂号费、 检查费、 注射费 （含静脉输

液费） 以及药物服务费合并为一般诊

疗费。

解读： 所谓的一般诊疗费， 其收

费标准统一为 10 元/人， 其中 8 元由

新农合按每次门诊给予补助， 其余 2

元由患者自付； 医疗机构不得再另行

分项服务。 为执行这一政策， 卫生厅

农合处建议， 已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并

执行零差率的乡、 村定点医疗机构、

村卫生室最好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

此外， 关于一般诊疗费的补偿仅限于

门诊补偿， 住院诊疗的费用并不包括

在此。

“9 项残疾人康复项目”

包括哪些？

政策： 国家规定的 9 项残疾人康

复项目可纳入门诊统筹报销范围。

解读： 根据卫生部、 人保部、 民

政部、 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将部分

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

的通知》 规定， 将运动疗法、 偏瘫肢

体综合训练、 脑瘫肢体综合训练、 截

瘫肢体综合训练、 作业疗法、 认知知

觉功能障碍训练、 言语训练、 吞咽功

能障碍训练、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等 9

项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

障范围。

������吉首市医疗救助“零时限” 近

日， 该市首个“五位一体” 城乡困难

群众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定点服务机

构在该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 今后凡

城乡低保户、 百岁老人及其他困难群

众， 凭市民政局开具的 《住院救助认

可书》 到定点医院就诊， 就诊结束后

结算自己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即可，

医疗救助承担的费用由市民政部门与

市人民医院结算。 周俞林

怀化市沅陵县开展“百万贫困白

内障患者复明工程” 5 月 25 日， 该

县人民医院启动“百万贫困白内障患

者复明工程”， 免费为 200 名贫困白

内障患者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使他

们恢复视力， 改变因病致贫、 因病返

困的现象。 张清彦

郴州市临武县让 16 名残疾人站

起来 该县深入基层、 走街串巷进行

摸底筛查， 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给

予救助， 并每年都会对安装假肢的残

疾人进行回访。 近期的假肢安装活

动， 又使 16 名残疾人得到了价值近

9余万元的实惠。 邓喜军 黎素芳

湖南女职工“关爱行动” 在娄底

市率先启动 “行动” 对象主要是困

难女职工、 女农民工家庭。 全省今年

安排资金 200 万元， 集中开展对单亲

困难女职工、 女农民工实施帮扶救

助， 对困难单亲女职工和女农民工开

展乳腺癌与宫颈癌检查健康援助。

张广蓉

邵阳市洞口县 10 万份家长信普

及交通安全教育 截至 5 月底， 该县

发出 10 万份 《致广大学生家长的一

封信》， 从教育孩子坚决拒绝乘坐农

用车、 超载超员车； 教育孩子不要在

公路上打闹， 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

横穿马路或中途突然倒退等六个方面

向学生及家长做出了温馨提示。

谢恩烛 肖桥墩

湖南今年为基层医疗机构

免费培养 300名全科医生

本报记者 洪雷

�������调查显示， 基层医疗机构目前缺的就是高级医学人才， 特别是全科医生的缺乏已成为提高

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的一个“软肋”。 为此， 湖南省卫生厅等多个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 3 年

内将免费定向培养 1000 名医学本科生,其中今年培养 300 名。 3 年后实现每个乡镇卫生院均有 1

名全科医生的目标， 缓解农村“看病难” 问题。

������按照相关培养方案， 湖南省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将定向培养计划纳入普

通高校年度招生规模， 对免费医学生

招生实行单列报考志愿、 单独划线录

取 （不低于二本线）、 统一发放录取通

知书。 免费医学生主要招收农村生源，

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生源。

卫生厅科教处处长范珍贤告诉记

者：“去年我们已经招收了 400 名免费

医学本科生， 由南华大学、 湘南学院

分别负责培养， 今年计划 300 名， 这

其中新增了 50 名中医学专业人才， 为

的是让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能够得

到更广泛的利用。” 据悉， 今年的定向

培养学校新增了吉首大学和湖南中医

药大学， 定向招收的医学本科生录取

后不得再转院或转专业。

据了解， 为确保免费医学本科生

的培养适应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需要，

培养学校可按全科发展方向开设农村

医学班， 也可将免费医学生纳入普通

班， 但需加强全科医学教育， 适当增

加中医学教学时数和计划生育技术相

关内容。

������对定向招收的医学生有什么

优待政策？ 根据通知要求， 免费

医学生在校期间除免缴学费、 住

宿费外， 还按照每生每年 2000 元

的标准补助生活费。

范珍贤介绍说， 中央财政和

省财政还分别按照每生每年 6000

元、 4000 元的标准对负责培养的

高校予以补助。 每生每年 1 万元

的补助费将由省财政厅和卫生厅

拨付到培养学校。

与此同时， 为鼓励和支持免

费医学本科生长期在农村基层医

疗卫生单位服务， 在公开招聘时，

对完成规定服务期限， 本人自愿

留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且所在单位

又有空编的， 同等条件下， 可优

先聘用。

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在

招聘工作人员时， 要优先录用有

农村基层定向服务经历的人员。

有定向服务经历的人员， 在考研

时享受与“三支一扶” 的同等优

惠政策。

单列志愿单独划线 每年补助 2000 元

须在基层工作 6年

湖南基层全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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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神经内科异军

突起， 借助心脏介入省重点专科优势与设

备、技术优势，重点发展脑血管造影与支架

植入新技术， 脑血管介入治疗脑血管病进

入发展快车道。

神经内科拥有脑血管介入室、 介入病

房、普通病房、监护室、康复病房与高压氧

室、脑彩超室，聘请多名国内著名专家组成

顾问团队， 拥有国内最先进机型双源 CT

（湖南省第三台）、 螺旋 CT 与西门子平板

探测器血管造影系统、1000mA 大型 C 臂

X光机等大型设备， 技术团队与设备设施

实力已大幅提高。

目前已常规开展脑血管造影术进行颅

内外血管性病变病因检查， 症状性脑血管

狭窄支架植入和颅内动脉瘤栓塞、脑动静脉

畸形栓塞治疗。 开展脑梗塞超早期溶栓治

疗、脑出血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术、脑室穿刺

引流术、脑脊液置换术等治疗，不断拓展脑

血管疾病防治工作新领域。六人高压氧舱治

疗仪，对中风偏瘫、煤气中毒、各类周围神经

病、老年性痴呆、糖尿病、冠心病、突发性耳

聋、眩晕症等有显著疗效。 拥有专业康复理

疗医师及器材，对肢体麻木、偏瘫、各种关节

病变、颈椎病、腰椎病等疗效显著。部分技术

已处于本地区领先水平。

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神经内科异军突起

院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恺德路 99号 咨询电话：0731-22160601��28261942���网址：http://www.zzkd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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