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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砥砺奋进的 年·健康湖南

（上接 01版）

人事管理外包：
重规范 严管理 优服务

近 5 年来， 中心以服务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为重点， 以档案管理为核心， 以优质服务
为宗旨， 积极探索人事管理外包与人才交流
工作的新思路、 新方法、 新举措， 不断转变
观念、 优化服务、 精细管理， 丰富延伸了人
事档案管理外包服务内涵。

近 5 年来， 人事管理外包档案存档数量
每年保持 14%左右的增长率， 截止 2017 年 8
月 30 日， 各类登记在册的人事档案已突破
22000 人份。

根据中组部新出台的档案整理要求， 对
在库人事档案进行全面审核， 重点审核出生
时间 、 参加工作时间 、 入党时间 、 学历学
位、 工作经历、 干部身份等重要信息， 保证
了档案来源清晰、 材料真实、 去处明了， 逐
步清收、 补齐所缺材料， 切实加强档案的规
范化管理。

2016 年， 中心全面升级档案管理软件，
建设互联互通的省、 市州、 县市区三级流动
人员人事档案网络服务平台， 逐步实现流动
人员人事档案无障碍流转的要求。

2017 年， 在已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 进
一步建立健全档案室档案材料接收、 鉴别归
档整理、 档案安全保管、 档案转入转出等 10
余项规章制度，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档案管理。

随着取消流动人员人事代理费这一政策
落地， 省卫生计生委于 2015 年 12 月出台了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人事档
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从档案管理、 专项清
理和档管收费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中心
还通过主动上门告知、 递送文件和递交 《人
事管理服务协议》 等举措， 与 11 家民营单
位、 18 家委直属单位、 二级机构和湘雅系统
签订了 《人事管理服务协议》， 签约单位总
数已达 33 家。

中心本着主动、 热情、 耐心、 细致的原
则， 尽最大努力帮助用档单位和个人查好、
用好档案资料， 切实提高档案使用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近 5 年， 接待 25000 余人次， 办
理集体户口迁入 2000 余人次， 高级职称申
报和材料初审 1000 余人次， 办理社保异动
手续 300 余人次， 申报、 发放生育津贴 200
余人次， 从未出现差错。

同时， 积极为协议单位提供延伸增值服
务。 在 2016 年 9 月份的党员组织关系排查
活动中， 主动协助省妇幼、 湘雅博爱医院、
旺旺医院、 中南大学三家附属医院等单位的
工作人员现场查阅近 3000 余人的党员档案，
为这些单位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工作的及时完
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近 5 年， 中心举办医药卫生行业大型人
才专场招聘会 12 场 ， 合计参展单位达到
3000 余家， 现场提供 15000 多个求职岗位，
接待求职者 40000 余人次。 年年举办纯公益

性基层人才招聘会， 参会单位达 600 余家，
免收招聘单位一切费用 ， 免费提供人才流
动 、 人才就业和人事代理等咨询服务及中
餐、 矿泉水、 文具等， 得到参展单位一致好
评。 2017 年 3 月份， 与省人才市场联合举办
医药卫生行业大型人才交流会， 参会单位首
次突破 350 家。

2013 年， 中心被省人社厅评为首批 “全
省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构”。 2016 年 ，
经复审， 再次荣获省级 “人力资源诚信服务
示范机构” 称号。

人才测评：
严保密 全封闭 自动化

人才测评和公开招聘事关应聘人员及其
家庭切身利益， 涉及面广， 敏感性强， 竞争
激烈， 社会关注度高。 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
践， 该中心在专家库、 试题库、 组考、 测评
队伍方面沉淀和积累一定的优势和经验， 初
步形成一套科学公正的招聘考试机制， 委托
单位日越来越多。

为确保人才测评严谨客观， 招聘公平公
信， 中心强化保密意识、 严格保密管理， 组
卷、 审校、 印卷、 封卷等工作全部在保密印
刷厂全封闭式进行， 通过专门的组题软件由
电脑从专用的保密题库中自动组卷， 阅卷采
取电脑自动读卡、 自动评分， 并全程接受纪
检部门监督。 5 年来， 共为各级医疗卫生单

位组织测评考试 116 次， 涉及考生 50000 人
次， 委托单位达 100 余家， 完成笔试命制 84
次 536 个专业， 结构化面试 24 次， 技能考
核命题 10 次， 组织考务管理 25 次， 共计为
湖南医疗卫生单位选拔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
理干部 4000 人次 。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 9
月 26日头版头条）

记者手记

加快实施人才强卫战略
“拥有怎样的卫计人才资源决定推进

健康湖南建设的成败， 我们必须立足新的
起点， 加快实施人才强卫战略， 多措并举
推动人才选拔、 任用、 服务的科学化、 民
主化和规范化， 全方位培育和营造‘引才、
聚才、 用才’ 的良好环境和社会氛围。” 湖
南省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吕
琳表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心将进一
步加强人才服务平台建设， 建设开放共享
的人才基础信息库和人才信息大数据， 完
善高层次人才联系制度和跟踪服务网络，
加大人才工作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 盘活
卫生计生人力资源。 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
才， 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 在创新事业
中凝聚人才， 为湖南人民健康、 为卫生计
生事业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让更多千里
马竞相驰骋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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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向军 徐伍莲 张科） 近日
召开的邵阳市第二批名中医命名表彰大会传来喜
讯， 隆回县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刘子山和内
科主任医师罗衍荣获 “邵阳市名中医” 称号。

刘子山为该院骨伤科学科带头人。 他以独到
的学识和长远的眼光， 于 1988 年率先在邵阳市
范围内建立了第一个 “骨髓炎专科 ”， 研制出
“骨髓炎 1———IV 号方”， 吸引了周边省市县不少
骨髓炎患者前来就诊。 随后又相继主持开展了隆
回县首例股骨颈骨折闭合穿针以及开放复位内固
定手术、 臀肌挛缩松解术、 腰椎间突出症局麻下
小切口开窗髓核摘除术、 股骨头以及全髋置换
术、 胸腰椎骨折脱位椎弓根钉系数内固定术等手
术。 他还主持开展了隆回县第一例四肢长骨骨折
闭合复位三维外固定支架固定术、 股骨以及胫骨
骨折带锁髓内针内固定术、 腰椎滑脱 RF 钉以及
USS 内固定加椎间植骨融合术等手术、 主持开展
了颈椎间盘突出前入路椎间盘摘除 （骨客） 骨植
骨自锁钢板内固定术、 邵阳市第一例无柄髋关节
置换术。

刘子山尤其善于运用中医辨证施治治疗疑难
杂病。 刘子山独创中医 “乌马汤” 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两万余例病人， 疗效好。 其独创的 “巴豆
丸” 合 “抗痨散” 治疗骨髓炎、 骨关节炎结核疗
效显著。

罗衍 1990 年从湖南省中医学院中医系毕业
后一直从事内科临床工作， 致力于中西医结合，
对疑难杂证如消化性溃疡、 中风、 糖尿病并发
症、 小儿厌食等进行系统的中医中药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肖湘磊
吴羡戎） 笔者 10 月 10 日从邵
阳市卫生计生委获悉， 邵阳市
双清区兴隆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和行政把流动人口公共卫生均
等化服务作为民生大事、 实事
摆到主要位置， 在加大投入建
设好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中心，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设施 、 设
备， 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环境的
基础上， 重点推行 “四零工作
法”， 经过近半年的推进， 开
创了可喜的工作局面， 使广大
流动人口获得了良好的公共卫
生服务，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和归属感。

据了解 ， 该街道推行的
“四零工作法” 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

一是宣传教育 “零距离”。
该街道建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微信公众号服务平台和流动
人口服务微信群， 通过微信互
动及时解疑释惑。 为了使公共
卫生宣传润物无声， 该街道投
入近 10 万元， 制作了内容丰
富、 亲切温馨的大型宣传橱窗
5 个、 宣传栏 12 个、 宣传广告
牌 320 块、 宣传画 60 多幅， 分
别布置在流动人口多的公园、

街巷、 企业、 院落等场所， 尤
其是在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湘
桂黔建材城旁的紫薇公园打造
了以公共卫生计生服务为主题
的大型宣传阵地。 在全辖区发
放了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明白卡 5000 多份， 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宣传折页 10000
多份。 还以社区为单位， 组织
了 8 场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
专题讲座。 “零距离” 的宣传
教育， 深受流动人口欢迎。

二是服务对象 “零遗漏”。
该街道依托社区、 单位、 楼栋
“网格化” 管理服务机制， 对
流动人口及时进行动态的摸底
登记， 建立及时更新的流动人
口电子档卡， 确保将每一个流
入辖区的流动人口纳入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视野， 特别是对有
老年人、 孕产妇、 0 至 6 岁儿
童、 高血压、 糖尿病、 重性精
神病等慢性病重点服务对象的
流动人口家庭， 确定专人进行
重点跟踪管理和服务， 建立定
期上门巡访制度， 并提供相应
的卫生保健和照料服务。 社区
卫生计生服务中心还与流动人
口相对集中的企业、 市场、 建
筑工地等单位建立了联系制

度， 随时提供流动人口所需的
卫生保健服务。

三是服务提供 “零差别”。
为了适应和满足流动人口公共
卫生服务需求， 该街道对流动
人口公共卫生服务坚持居民化
待遇、 亲情化服务、 人性化管
理的原则， 确保流动人口享受
到与常住居民同等的公共卫生
服务。 对在辖区居住半年以上
的流动人口， 都一一建立了与
辖区常住居民同样的健康档
案。 该街道还采取了确保流动
人口享受与常住居民 “零差
别”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一
系列特殊措施， 如进行一线巡
访、 上门服务、 签约服务、 预
约服务等。

四是服务资料 “零差错”。
该街道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
务的相关资料档案与常住居民
的资料档案一样实行规范化管
理 ， 对流动人口家庭基本情
况、 流动人口医疗保健情况等
都分门别类建立电子或纸质档
卡并定期核查整理 ， 随时更
新， 确保登记无误。 精准、 规
范的资料管理， 为提高流动人
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
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零工作法”让群众有获得感
��邵阳市促流动人口公卫服务均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