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杰 邹巧） 5 月 8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医疗救
助帮扶一站式服务正式启动。

据了解， 永顺县对贫困人口医疗费用
经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 医疗费用减免、
大病保险报销、 民政医疗救助等保障后， 医
疗总费用平均实际报销比例仍未达 80%的进
行医疗救助， 确保达到 80%以上。 贫困人口
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发票复印件、 住院费用
补偿单、 身份证明等资料到医疗救助帮扶
窗口审核， 即时报账并打卡发放救助金。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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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胡兰芳）
近日， 90 岁的离休干部郑朝衡
家属高高兴兴地给长沙市天心
区融城养老康复中心送来一面
绣有 “大爱无疆 ， 精心呵护 ”
的锦旗， 表达一家人对康复中
心全体员工的深深感激之情。

原来， 郑朝衡老人刚入住康
复中心时极度消瘦， 营养不良，
瘫痪在床， 大小便失禁、 痴呆。
经过康复中心医护人员对老人 1
个月的精心照料， 从原来的由鼻
饲注食、 注药， 到由口喂食、 喂

药， 老人体重增加， 精神面貌明
显改善， 能在护理人员的陪同下
借助轮椅进行户外活动。 这是天
心区探索多形式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的一个典型例子。

近年来， 天心区卫计局多措
并举、 多方发力、 多元运营， 探
索社区医疗巡诊、 医疗机构养
老、 家庭医生签约等多种形式的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将老年人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 失能老人康复
护理、 社区巡护和签约服务等多
种职能相整合， 初步实现了医、

养、 康、 护一条龙服务。
该区积极探索 ， 多元运营 ，

打造医养结合模式， 将居家养老
与机构养老、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联合运行， 在二级医院设立老年
病科， 开展老年病、 慢性病中医
药防治工作， 目前全区共拥有康
复养老床位 643 张， 基本满足了
群众多元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通
过爱心企业、 爱心志愿者与老年
人开展 “结对认亲”， 定期上门走
访慰问，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 医
疗等方面的帮助。

探索多形式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5
月 16 日， 益阳市桃江县沾溪镇
杉木村计生特殊家庭成员殷腊
梅的弟媳龚桂联拿到了 45 天的
护理津贴款 5400 元。 殷腊梅及
其弟媳非常感动， 感谢政府出
台这一惠民政策， 实实在在地
送来了温暖。

原来 ， 殷腊梅因脑出血后
遗症瘫痪， 全身多处压疮， 且
有慢支肺气肿， 食欲不振， 身
体消瘦， 严重营养不良， 多次
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 日
常生活处于全失能状态， 由龚
桂联日常照料陪护。 该县出台
为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保险
后， 殷腊梅住院得到妥善的照
顾， 其弟媳也获得每天 120 元
共 45 天 的 护 理 津 贴 陪 护 款
5400 元。

桃江县进一步完善计生特
殊家庭关怀救助体系， 在全市
率先探索建立了计生特殊家庭
住院护理保险 ， 为全县 343 户
女方年满 49 周岁的计生特殊家
庭出资 10.29 万元购买住院护理
保险， 计生特殊人群因疾病或
意外住院， 由该县生育关怀资
金出资， 每天可补助住院护工
服务费 60 元至 120 元， 每年累
计最多可补助 45 天。

计生特殊家庭
有了住院护理险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志刚
张建辉） 5 月 9 日， 笔者从永
州市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了解
到， 永州市将致力于把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加快推进健康永州建设， 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会议要求， 牢固树立大卫
生、 大健康的理念， 坚持基本
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要精
准聚焦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医
疗卫生项目建设、 疾病防控和
健康促进、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 医药事业发展、 健康产
业发展和健康扶贫攻坚战等生
与健康事业的关键环节， 在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突出健康目
标， 在公共政策制定实施中向
健康倾斜， 在财政投入上着力
保障健康需求， 攻坚克难， 补
齐短板， 下大力气解决优质医
疗资源供给不足、 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进度不快、 重大疾病保
障力度不够的问题， 让广大群
众享有公平可及、 系统连续的
健康服务。

���� “谢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帮助，
我相信会战胜病魔的！” 5 月 9
日， 刚从永州市江华县中医医院
输血回到学校上课不久的该县
沱江镇二小学生欧阳欣怡同学对
帮助过她的人表示感谢。

患有 B 型地中海贫血病的
欧阳欣怡， 每月都要到医院输
一次血 ， 才能保持生命 。 目
前， 她已经与姐姐的干细胞配
对成功， 但是治疗费用需要 50
万元以上， 巨额费用让贫困的
家庭犹如雪上加霜。

4 月 12 日， 中国人寿保险
公司江华支公司员工陈静在微
信上了解到欧阳欣怡家的情

况， 向公司领导汇报了此事，
公司开展了捐款活动， 共捐款
4830 元。 陈静将爱心款送到县
中医医院， 发现自己的 B 型血
与欧阳欣怡相同， 又主动献血
400 毫升。

4 月 17 日， 该校了解此事
后， 发出了 “向欧阳欣怡同学
爱心捐款” 的倡议书， 立即得
到了全体师生的积极响应， 4
天共募集 36718.4 元。 欧阳欣
怡的妈妈蒋江莲将孩子的病情
发到了朋友圈 ， 截至 5 月 17
日 ， 捐款人数达 3213 人次 ，
捐款达 75696 元。

通讯员 黄志东 李珊珊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国生 欧阳志强）
今年以来， 郴州市桂阳县卫计局把查办案
件作为纪检监察工作主业， 做到有诉必
查、 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

该县重点查办 “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
题案件， 医疗机构发生的收受 “红包”、
乱收费、 开单提成、 接受患者吃请、 药品
回扣提成等案件， 因工作不负责任造成
的严重医疗质量安全事故的案件， 医药
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 违反政治纪
律、 工作纪律、 财经纪律的案件。

郴州市桂阳县：
重点查办违规违纪案件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晓东） 5 月 15 日，
笔者从怀化市溆浦县思蒙镇获悉， 截至
目前， 在今年计生服务与执法主题活动
中， 该镇社会抚养费征收 128 万元， 较上
年同比增加 100 万元。

该镇以宣传教育来拉动征收， 利用微
信群， 发送法律法规、 计生政策。 以严明
责任来推动征收， 今年来， 镇党委、 政府
在全镇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分值 100 分中，
把计生工作由原来的 10 分提升到现在的
20 分， 镇党委、 政府把全体政府干部职
工的年终奖金与计生工作考核结果挂钩，
并以部门联动来促动征收。

怀化市溆浦县：
破解社会抚养费征收难题

湘潭市湘潭县：
为特殊家庭提供家政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拥华 吴慧敏） 近
日， 湘潭市湘潭县卫计局家庭发展股工
作人员走访了该县易俗河镇计生特殊家
庭易青元、 排头乡邓正坤等老人。 截至
目前， 该县共为 306 名计生特殊家庭老
人提供家政服务 6200 多小时， 解决计生
特殊家庭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2016 年， 该县启动农村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活动， 各乡镇聘请专业服务机构、
服务人员或志愿者为 60 周岁以上计生特
殊家庭提供每月 5 小时家政服务。

湘西永顺县：
启动医疗救助帮扶一站式服务

加快推进健康永州建设

爱涌瑶山

�������5 月 12 日， 由岳阳市卫生与
计划生育委员会牵头， 市直医疗
卫生单位等 28 家单位参与， 举行
全市卫生应急宣传演练活动。 活
动中模拟某高速发生汽车燃爆，
现场有一孕妇受到惊吓出现临产
迹象需急救。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孕产妇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迅速
赶赴现场， 成功挽救了“产妇及
新生儿” 的生命。

通讯员 邓丹 摄影报道

急救演练

������本报讯 （黄希至） 5 月 13 日， 湘潭
市妇幼保健院在河东沿江风光带举办第
三届职工健走竞赛，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
“你我共创建， 文明健康行”。

活动按年龄段分为了青春队、 健康队、
快乐队和幸福队， 组成四色方阵。 比赛的
起点是湘潭一大桥， 终点设在湘潭三大桥
下， 全程约 2.7公里。 一声令下， 运动员们
步履矫健， 竞走的人流组成一波波彩虹。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举办第三届职工健走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