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洪救灾
防病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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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晓慧） “意外总是会
在人们大意时不期而至。 预防心脏
性猝死， 一定要树立良好的体检意
识 ， 提前发现心脏求救信号 ！” 近
日， 在北京善方医院·哈特瑞姆心脏
诊疗中心成立仪式上， 北京朝阳医
院心脏中心、 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
团创始人刘兴鹏教授如是说。

据统计， 中国每年猝死人数远远
超过死于自杀、 交通事故、 白血病
等的人数， 其中 75%为心源性猝死。

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时向民介绍，
心脏性猝死中约 80%是由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 （简称冠心病） 引起
的， 这些冠心病患者中 75%有急性心
肌梗死病史， 导致冠状动脉狭窄、 阻
塞、 痉挛， 或三者同时发生， 引起心
肌供血不足或心律失常， 从而导致猝
死。 此外， 严重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心肌病、 心肌炎、 瓣膜病、 药物中毒
等疾病也可能引起心脏性猝死。 年龄
在 45岁以上的人， 存在高血压、 高血
糖、 高血脂、 肥胖、 吸烟酗酒等冠心
病危险因素的患者， 已经确诊为心脏
病的患者以及存在心脑血管疾病家族
史的人， 都是心脏性猝死的高危人群。

������本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6 月 23 日晚上， 湖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在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紧急召开防汛会商会 ，
分析当前雨情、 汛情、 灾情， 部
署防汛抗灾各项工作。 杜家毫强
调， 要紧急动员、 严阵以待， 切
实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工作。

自 6 月 22 日 8 时起， 湖南迎
来新一轮强降雨， 全省先后启动
了气象灾害 (暴雨) Ⅲ级响应和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 杜家毫充分肯
定前段防汛抗灾工作取得的成效，

并就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 他强调，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认真做好
各种应急预案， 突出小孩、 学生
和老人等重点人群， 视雨情发展
该停课的立即停课， 该转移的及
时转移， 力保不发生人员伤亡事
故。 要加强值班值守， 严格落实
省市县乡村各级防汛责任人的责
任， 密切监视天气变化趋势和雨
情、 水情、 汛情， 加强对地质灾
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 及时发布
和上报灾害预警信息。 要紧盯薄
弱环节和关键部位， 突出山洪地

质灾害防御、 水库防守、 交通干
线防护、 城市防涝、 人员密集区域
防汛等， 坚决杜绝群死群伤。 水
利、 交通、 电力、 交警、 安监、 医
疗卫生、 新闻媒体等各有关部门
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不轻敌、
不懈怠。

许达哲要求， 险情就是命令，
要迅速建立适应防汛抗灾要求的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 领导到位 、
责任到人。 要充分做好各种预案，
打有准备之战， 用各级领导干部
的辛苦付出，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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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是第七
届“中国医师节”，
对于奋战在医疗前线
的医生们来说， 依然
和往常一样忙碌， 坚
守阵地， 与时间赛
跑、 与疾病抗衡、 帮
助患者摆脱病痛的折
磨， 他们将爱与温暖
传遍每一张病床。 图
为常德市第一人民医
院“十佳” 医生、 妇
产科主任袁淑珍 （右
二） 正在指导患儿家
属使用辅食添加碗。

黄瑞丰 摄影报道

将爱与温暖传遍每一张病床

������本报讯 （通讯员 满峰 王晓霞）
笔者 6 月 23 日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卫计局了解到， 该县为
充分发挥健康扶贫在精准脱贫中的
积极作用， 采取有效措施精准发力，
解决 “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 问题，
取得了良好效果。

做好加法让利群众 近年来该
县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2016 年全额
补助特困人群新农合个人筹资部分
450.36 万元。 对其他参合农民补贴
卫生保健金 725 万元。 目前全县参
合农民 241519 人， 参合率 99.4%，
农村贫困人群参合率 100%。 将农
村儿童先心病、 白血病等 24 种疾
病纳入新农合重大疾病救治保障范
围， 实行门诊定额补助， 住院报销
比例达 80%以上。 贫困患者、 农村
低保患者在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起付线减半， 报销比例提高到 85%
以上， 政策外的费用由救治医院减
免 10%。

新服务获群众点赞 近年来 ，
该县率先在全州创新乡镇卫生院住
院报销办法， 农民在卫生院住院治
病只需交 100 元， 其余医疗费用全
免， 2016 年， 乡镇卫生院住院参保
农民 23583 人次， 占全县住院总人
次的 51.47%， 住院费用补偿率达
90.1%， 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深受
群众好评。 通过创新医疗救助帮扶
机制， 经医疗救助帮扶兜底后， 该
县建档立卡户、 农村低保户、 大病
患者、 特殊慢性病患者医疗费用报
销比例达 80%以上， 其中建档立卡
户大病患者医疗费用报销达 90%以
上， 社会保障兜底对象患者、 特困
供养人员患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

100%， 实现应兜尽兜。 2016 年， 共
为医疗救助对象补助住院费用 1181
万元 。 通过医疗帮扶等措施 ， 有
27420 人住院医疗费用达 80％以上，
占总住院人数的 59.84％， 大病医疗
保险报销 550 人次， 报销补助 375.5
万元。 通过参合参保资助、 门诊医
疗救助、 住院医疗救助、 临时医疗
救 助 和 慈 善 医 疗 援 助 ， 共 救 助
40485 人， 补偿救助金 574.12 万元。

主动作为方便群众就医 2016
年， 全州分级诊疗试点在花垣启动，
今年 5 月该县结合分级诊疗率先在
全州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所有
建档立卡户实现家庭医生签约全覆
盖， 其余农村居民签约服务也实现
了基本覆盖， 有效合理引导了群众
科学就医。 近期， 投入 12 亿资金用
于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医

疗设备配置； 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 全县 21 所乡镇卫
生院有 8 所获全国 “群众满意的乡
镇卫生院” 荣誉称号。

民生政策落实群众得实惠 除
了落实好奖扶、 特扶政策和城镇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外， 还从资金
奖励、 养老保障等方面加大了对计
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力度和人文关怀。
今年 5 月底 ， 完成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查 6362 人， 完成免
费孕前优生检查 2415 人、 产前筛查
529 人。

健康扶贫显成效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定期心脏评估
不让猝死有机可乘

湖南部署防汛抗灾工作

湘西花垣
精准出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