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湘虹） 6 月 21 日，
长沙市开福区召开政协主席会议重点提案
督办会， 专题研究督办医养结合工作。 会
议要求， 按照小散签约、 规模配建， 示范
引领的模式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开福区将医养结合工作作为建设医疗
卫生现代化强区、 健全更高水平社会保障
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 “三区三体系” 建
设， 以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为主线， 结合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实施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定期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服
务， 每年提供 1 次免费健康体检和 4 次随
访服务； 促成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机构签
订合作协议， 为入住老人提供便捷优质的
医疗服务， 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康复医
疗服务； 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
务室、 护理院、 康复院、 综合医院等医疗
机构， 开展 “中医+养老 ”、 “康复+养
老” 等特色健康养老服务。

提案督办 医养结合

������本报讯 （通讯员 邓敏 邓艳
晖 欧阳志强） “要不是到桂阳
县中医院做了产前检查， 后果
真不敢设想！” 6 月 28 日， 郴州
市桂阳县仁义镇白云村 12 组的
邱娟娟 （化名） 告诉亲朋好友。
原来 ， 31 岁的邱娟娟孕 19+3
周时到该县中医院做了中筛 ，
检测结果为： 考虑异常需进一
步检查。 邱娟娟听从医生建议，
做羊水穿刺， 确诊胎儿为 21 三
体综合征 （先天愚型）。 她配合
落实节育措施， 行引产术， 避
免了缺陷儿出生。

2016 年， 该县安排出生缺
陷综合防控工作经费 600 万元，

在全市率先将产前筛查和新生
儿疾病筛查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成立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工作督
导小组和专家技术指导小组 ，
招聘补充妇幼专业人才 65 人，
投入 700 万元， 配备了四维彩
超等先进技术设施设备。 通过
婚检 、 孕检建册 、 信息沟通 、
上门服务， 直接对接孕前检查、
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方式 ，
让相当一部分缺陷儿在 28 周前
查出， 如有缺陷则进行心理辅
导、 上门疏导以便及时终止妊
娠， 推进实施了备孕妇女免费
补充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项目，
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率。

爱心
助孕

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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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涛 李焱
华） 6 月 30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泸溪县遭受持续性强
降雨影响， 境内沅江、 峒河水
位迅速上涨， 沿岸一线武溪镇、
浦市镇遭遇洪灾， 该县卫计系
统迅速组织抗洪抢险队伍、 医
疗卫生应急队伍等奔赴各个灾
区驰援。

7 月 1 日上午 8 时， 该县卫
计局局长龚佳平从武溪镇五里
洲村连夜抗洪抢险归来后， 收
到浦市告急的消息。 他当即带
领该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 2
台 120 急救车和 3 台大巴车火
速驰援浦市。 当时浦市有 3 名
患者不明汛情， 不愿转移， 且
部分大型医疗器械因安装拆卸
工序复杂， 转移十分困难。 本

着 “先救人、 后抢物” 的原则，
全体医务人员耐心做工作， 或
扶、 或抬、 或背……迅速转移
病患。 截至 7 月 1 日 13 时， 成
功将浦市镇中心卫生院、 浦阳
卫生院所有滞留患者转移至县
级医院安置。

当天， 该县卫计部门分派
在浦市镇转移群众的抗洪抢险
队伍， 没有一刻停歇， 挨家挨
户上门帮助群众转移。 该县人
民医院廉欢欢介绍， 在抢险过
程中很多地方都是趟水而过 ，
因为长时间浸泡， 脚都开始浮
肿， 所幸群众都已经安全转移。

6 月 30 日傍晚， 该县妇计
中心姚相如正在五里洲村紧急
转移村民， 他接连送出了一批
又一批的村民。 夜幕降临， 他

辗转来到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 ，
因为不确定上面是否有人， 便走
上三楼， 发现一位正在酣睡的老
人， 当即迅速唤醒老人准备带他
离开， 老人因为行动不便， 他毫
不犹豫地背起老人朝楼下走去 ，
在撤离时， 突然发现之前走来的
路面水位现在已经涨到了腰间 ，
最深的地方已然到了胸口， 万分
紧急的时刻， 他用嘴咬住手电 ，
双手紧紧背住老人， 靠着一点点
光线， 一步一步趟过漫上胸口的
洪水， 最终将老人安全转移。

截至目前， 该县卫计局出动
防汛救灾人员 500 余人次， 协同
相关部门， 紧急转移灾区群众 。
设置 5 个临时医疗应急点 24 小时
值守， 为防汛救灾人员和受灾居
民进行身体检查， 及时救治。

������6 月 24 日至 25 日， 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组
织专家对依托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
所技术力量组建的湖南省天衡司法
鉴定所 （以下简称“天衡司鉴所”）

进行了为期 2 天的资质认定和能力认可现场评审。 通过资料审
查、 现场考核、 实地查看等方式， 组长周怀谷代表宣布该所顺利
通过了此次现场评审， 并对该所的鉴定工作、 体系运行、 人员素
质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认可。 天衡司鉴所负责人倪斌研究员表示，
天衡司鉴所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规范化建设， 完善质量管理体
系， 坚持以科学、 严谨、 公正、 规范的原则为社会公众提供亲子
鉴定等服务。 通讯员 彭煜 摄影报道

白衣天使安全转移群众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6
月 27 日， 湖南省计划生育家
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促进会召
开。 会议指出， 湖南省计划生
育协会推广的计生保险在精准
扶贫、 健康扶贫、 助学寒门学
子、 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17 年全省计生保险工
作将出台新措施， 将计生特殊
家庭综合保险保额情况调整为
降低意外人身伤害保额、 增加
住院护理补贴， 在住院医疗方
面增加 “既往病史” 保障， 即
每人每年投入保费 150 元， 意
外身故保额 5 万元、 意外伤残
保额 5 万元 、 住院医疗保额
6000 元 （包含既往病史）、 住
院日补贴每人每天 50 元， 解决
计生特殊家庭老人、 孤寡老人
因病住院无人护理的现实困难。

������本报讯 （通讯员 曾耀锋） 6 月 28 日，
“叮咚咚”， 永州市祁阳县潘市镇多喜塘村妇
女主任罗小玲的手机微信新消息铃声响个不
停。 正值学生返村过暑假， 罗小玲在村微信
群里发送了暑假卫生及防溺水安全倡议书，
群里的村民家长们开始了积极的讨论。

今年年初， 该县卫计委、 县计生协会
在潘市镇多喜塘村召开参与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后， 罗小玲立马在
微信上创建了 “多喜塘村公卫服务群”，
当上了群主。 在群里， 罗小玲通过文字、
图片等多种形式宣传卫生计生法律法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知识， 并提供最新
的卫生计生政策咨询。 通过微信群的运
行， 有效增强了公共卫生服务宣传的时效
性、 可读性和趣味性， 使村民充分感受到
了卫生计生的温馨化服务。

微信群发 安全倡议

������本报讯 （通讯员 黄运清 陈永祥 黄
桂山） 6 月 26 日， 郴州市永兴县七甲乡
特邀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专家专题举
办农业实用技能培训班， 为 130 名计生家
庭成员进行生态水稻种植等农业技术培训
和咨询服务。

据悉， 这是七甲乡实施 “一访四扶”
助推 “脱贫攻坚” 的一项有力举措。 “一
访”， 即开展贫困计生家庭 “民情大下访”
活动， “四扶”， 即从经济、 医疗、 项目、
技能上扶助贫困计生家庭， 激发精准扶贫
内生动力， 引导贫困计生家庭脱贫致富。
截至目前， 该乡通过号脉开方、 精准施
策， 帮扶 23 户困难计生家庭脱贫， 落实
扶贫资金 5 万余元。

“一访四扶” 精准脱贫

通过国家级资质认定现场评审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枝英 敖刚） 6 月
23 日， 常德市桃源县计生协、 剪市镇计
生协联合举办第 28 个世界人口日暨广场
舞大赛乡村文化活动。

活动现场搭建咨询台， 9 名卫计工作
人员向村民们解读计生政策和法律法规，
宣传慢性病保健护理 ， 普及健康知识 。
医务工作者还免费为居民群众测量血压、
血糖， 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活动搭台 服务唱戏

������本报讯 （通讯员 曹锐 ）
近日， 怀化市中医院在原有 6
个制剂品种获得批文的基础
上， 又研发出 4 个自制制剂新
品种， 并且已获湖南省食药监
局批文。 4 种新制剂分别是：
活血消栓胶囊 、 利咽清热颗
粒、 山菊抗病毒颗粒和脑络舒
口服液 。 至目前 ， 该院共有
10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获
得批准文号的中药自制制剂品
种投入生产和临床使用。

中药自制制剂是该院的传
统特色之一， 经过几十年的临
床验证 ， 中药制剂具有疗效
好、 副作用小、 简单方便实用
的特点， 深受广大患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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