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何莺 廖舟平 黄桂
山） 近年来， 郴州市资兴市东江街道实施
“公平对待、 服务至上、 合理引导、 完善
管理” 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 实行属
地化管理、 亲情化服务、 市民化对待， 将
流动人口管理员工资纳入街道财政预算，
推动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转型提升。

该街道在流入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专
设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 为每个社区核定
2 名计划生育公益性流管员岗位和楼栋、
小区信息员， 其工资报酬参照村 （社区）
职业化干部标准， 并列入街道财政预算。
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机制， 将流动人
口管理服务经费按照常住人口人均标准纳
入街道财政预算， 优先保障落实， 健全社
区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机制， 每年为社区增
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经费 4 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焕君） 近日，
湘潭县 3 例 H7N9 病毒感染患者何
某、 胡某、 冯某相继治愈出院。 这是
湘潭县疾控中心联合各相关单位积极
防控 H7N9 的结果。

湘潭县发生 H7N9 疫情后， 县卫
计、 畜牧、 工商、 食品药品监管等部
门开展联合督查， 加强疫情监测， 控
制疾病源头； 强化早诊断， 早治疗；
加强 H7N9 病例、 禽类带毒和外环境
污染情况监测； 加强健康知识宣教
等， 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H7N9 传播途径是由禽到人， 接
触被感染的禽或暴露于活禽市场， 是
人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 为了做好控
制传染源工作， 湘潭县疾控中心联合
畜牧等有关部门共同开展感染来源、
活禽经营市场、 病家及周围环境调
查、 采样、 消毒和监测等工作， 采集
患者密切接触者和强化监测标本 247
份， 对患者家中进行了终末消毒， 对
患家鸡笼和禽类活动地域病家四周外
环境进行了消毒。 湘潭县全县关闭活
禽交易市场至 4 月底， 5 月仍将继续
对市场内活禽或环境标本进行 H7N9
等病毒核酸检测。 专家介绍， H7N9
可防可控可治， 市民不必过分恐慌。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先志 邓美英） 4
月 11 日，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召开 2017 年
卫生计生工作会议 ， 对全区卫计系统
2016 年度获评的 “好医生”、 “好护士”、
“好公卫专干”、 “好计生专干”、 “好乡
村医生” 5 名先进典型进行了表彰。

2016 年， 该区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上述
“五个好” 年度评选活动。 经群众推荐、
部门意见、 综合评审、 社会公示， 评选出
2016 年度卫计系统 “五个好” 先进典型 5
人， 该区中湖乡卫生院王贵初获 “好医
生”、 区人民医院张清风获 “好护士”、 区
疾控中心喻英获 “好公卫专干”、 区协合
乡协合村李娅莉获 “好计生专干”、 区索
溪峪街道黄龙路居委会赵刚青获 “好乡村
医生”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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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洁） 一
名罕见的 RH 阴性 “熊猫血” 孕
妇与体内宝宝血型不合， 导致宝
宝出现了严重的溶血症。 两个多
月以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
为宝宝进行了全身换血， 并帮助
她接连闯过了呼衰、 心衰、 肾
衰、 胃肠衰和感染等数关， 4 月
18日， 宝宝终于康复出院。

邵东的小京怀孕 7 个多月
时， 由于上消化道出血， 到当
地医院进行 B 超检查时发现 ，
腹中的宝宝竟然出现了全身水
肿， 腹水、 胸水非常严重， 很
可能保不住。 于是， 小京和丈
夫急急忙忙赶到湘雅医院求诊。

原来 ， 小京是罕见的 RH
阴性 “熊猫血 ”， 由于宝宝是
RH 阳性血， 血型和她不符， 在

宫内就出现了严重的新生儿溶
血症， 必须尽快做剖腹产手术。

时间就是生命， 该院产科
赵延华副教授等专家紧急为小
京实施了剖宫产手术。 宝宝刚
出生时全身严重水肿， 肚子里
因为充满了腹水而高高鼓起 ，
苍白的皮肤显示她严重贫血 ，
而当务之急， 就是维持生命体
征平稳， 立即进行全身换血。

气管插管下呼吸机辅助呼
吸、 气管内立即给予肺表面活
性物质、 立即进行脐动静脉插
管建立 “生命通路” ……经过
新生儿科专家 3 个小时的抢救，
宝宝的生命体征终于趋于平稳。
医生马上为她经脐动静脉插管
的 “生命通路” 进行换血。 与
妈妈血型相符的血源源不断地

输入宝宝体内， 把宝宝体内与妈
妈不符的、 带了抗体的 RH 阳性
血换出。 600 毫升的血液， 相当
于宝宝全身血液量的 2 倍。

然而， 成功换血之后的宝宝，
由于在宫内严重贫血， 发育受到
了很大的影响， 不断出现各种问
题。 据悉， 在接下来的 2 个月内，
宝宝连闯呼衰、 心衰、 肾衰、 胃
肠衰和感染等关， 数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之后， 才逐渐平稳。

该院新生儿科主任岳少杰教
授介绍， “熊猫血” 妈妈怀孕一
定要高度重视， 要定期到正规医
疗机构进行产检， 一旦发现问题
可以及早干预， 甚至宝宝在宫内
时， 就可以通过胎儿医学的脐动
静脉输血及时治疗， 避免严重溶
血症的发生。

宝宝全身换血获新生

������本报讯 （通讯员 温小
林 徐平） 年初以来， 永州
市新田县卫计工作喜事连
连 ， 先 后 捧 回 2016 年 度
“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
院”、 “全省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创新奖二等奖”、 “湖
南 省 儿 童 保 健 服 务 合 格
县”、 “全省计划生育协会
先进县”、 “全市卫生计生
重点工作优秀单位”、 “全
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先进
单位”、 “全市儿童保健服
务先进单位”、 “全市妇幼
健康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
等 8 块国家级 、 省级 、 市
级先进单位奖牌。

近年来 ， 该县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建设 ， 硬件设
施大改观。 仅 2016 年， 全
县共完成卫生项目建设投
资 1866 万元。 目前， 17 所
乡镇卫生院新建改造业务
用房 12665 平方米， 7 个乡
镇卫生院新建公租房 300
套 ， 241 个标准化村卫生
室建设项目相继竣工投入
使用 ， 并全部配备了常规
诊疗设备和电脑等信息化

设备 。 软件建设大提质 。
全县卫计系统先后有 742
人报名参加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学习， 9 人参加全
科医生培训， 3 人参加全科
医师转岗培训， 4 人参加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420 名
乡村医生接受 IPTV 培训 ，
提高了卫生服务水平 。 该
县注重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县财政将乡镇卫生院的业务
收入全部返还， 用于乡镇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及绩效奖
励， 让业务骨干安心基层，
扎根基层 。 破除 “以药养
医” 机制， 推进基药进村，
实现全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
零差率销售全覆盖， 207 个
村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 加
强卫计监督执法体系建设，
推进卫计监督协管职能下沉
到村组。 实施出生缺陷干预
工程， 县政府出台方案， 将
婚前医学检查、 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 增补叶酸、 产前筛
查和地中海贫血筛查纳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 规定
产前筛查项目费用 174 元
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本报讯 （通讯员 邓艳晖 欧阳志强）
“我小孩已转学， 是你们帮助我们一家人生
活在一起， 谢谢！” 4月 17日， 郴州市桂阳
县计生协收到一封来自广东东莞的感谢信。

李可人和黄小花夫妇均系该县四里
镇人， 前些年夫妇同赴东莞务工， 独生
子的转学手续一直没有办好。 该县计生
协会驻东莞计生协工作人员得知这一信
息后， 在当地卫计部门支持下， 很快办
理好了转学相关事宜。

据悉， 近 3 年来， 桂阳县驻东莞流动
人口计生协已帮助流动人口处理各类维
权案例 38 起， 申请免费维权律师 10 人
次， 协助做好就医就 （转） 学 200 多人
次， 获群众点赞。

为流动人口解忧获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 郑双美） 近日， 衡
阳市衡东县卫计局、 县计生协会组织开
展 “送医疗、 送温暖、 送科技” 三下乡
活动， 该县人民医院义诊专家团队、 计
生协会志愿者组成的活动组， 利用当地
赶集日先后深入 5 个中心乡镇卫生院开
展服务活动， 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4 月 12 日是该县石湾镇赶集的日子，
活动组赶早在镇中心卫生院门口搭设服
务台。 在义诊服务处， 来自该县人民医
院的几位专家细致地为群众测量血压 、
听诊心率、 检查病情、 开具医嘱， 并回
答群众提出的健康咨询。 据不完全统计，
这次 “三下乡” 活动为群众义诊 230 余
人， 咨询 1000 余人次。

巧借赶集日 开展“三下乡”

������张家界市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
乡扎实做好计生奖扶对象的清理与
核实工作， 力求做到不错报、 不漏
报， 确保早年响应国家计生号召的
群众真正享受到卫生计生改革发展
“红利”。 图为近日， 该乡卫计工作
人员在龙岗村四组校对 2017 年新
增计生奖扶对象身份信息。

通讯员 王健 许宏绅 摄影报道

上门核实奖扶信息

张家界“五个好”典型受表彰

流动人口管理员工资纳入财政预算

新田县卫计工作获八大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