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通讯员 王洁）
10 月 12 日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69 期
（湖南） 乡村医生培训班在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开班。 100 名乡村医生从当日起在湘
雅医院接受为期 15 天的免费培训， 包括
农村常见病、 多发病防治等全科课程培训
及应急救护等技能培训， 以提高医疗防疫
水平， 改善农村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 更
好地服务基层群众。

据悉， 为积极协助中国政府建立和完
善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 改善贫困地
区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 2006 年， 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中国乡村医生培训中心
等国家级医疗培训机构及关心中国农民医
疗卫生条件改善的企业共同推出———“乡
村医生培训计划”。 该项目直接惠及乡村
卫生院 （站） 的乡村医生， 更是间接惠及
了参训乡村医生服务区域内的居民。 目前
已培训了 69 期， 共 6804 名乡村医生， 救
助范围遍及全国 27 个省市， 受益人群超
过千万人。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9 月 30 日，
在 2017 年衡阳市抗洪救灾总结大会上， 衡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原衡阳市中心医
院副院长） 黄志坚同志， 被评为 “2017 年
衡阳市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据悉， 他是该
市市直卫计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个人。

2017 年 7 月， 衡阳市遭遇近十年来降
雨时间最长、 湘江洪峰最高的危急时刻， 时
任衡阳市中心医院副院长的黄志坚迅速组
织 7 名医疗救护队员奔赴抗洪救灾第一
线——衡阳市雁峰区先锋码头风光带及白
沙洲工业园金龙村。 连续奋战四个昼夜， 直
至洪水退去、 警报解除， 才放心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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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肖湘磊）
10 月 16 日， 笔者从邵阳市卫生
计生委获悉， 为推进健康邵阳
建设， 防止因病致贫 、 因病返
贫， 实现到 2020 年让全市农村
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目标 ， 邵
阳市推出并落实健康扶贫工作
10 大措施。

一是发放贫困人口居民健
康卡及看病诊疗指导表 ， 让患
者明白去哪看病、 看什么病等。

二是提高城乡医保报销比
例。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
盖所有城乡贫困人口并实行政
策倾斜， 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
由财政给予补贴， 在农村贫困
地区全面推行门诊统筹 ， 将城
乡居民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 10%， 大
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

三是实行九种大病定额包干
救治。 结合对患有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房间隔缺损、 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室间隔缺损、 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 终末期肾病 、 食管

癌、 胃癌、 结肠癌、 直肠癌等 9
种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实际的医
疗费用、 物价变动、 政策调整等
因素， 原则上控制在省级定点医
疗机构 9 种大病同治疗方法的病
种费用定额标准的 90%左右。

四是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实行建档立卡贫困人群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重点为
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 基本公
共卫生、 健康管理、 预约转诊等
综合服务。 2017 年全市常住人口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达 30%， 重
点人群签约率达 60%。

五是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
和 “一站式” 结算制度。 全面实
施农村贫困人口县域内定点医疗
机构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 ” 制
度， 贫困患者只需在出院时支付
自负医疗费用。 推动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大病保险
承办机构、 医疗救助机构、 医疗
机构之间实现基本信息共享、 互
联互通， 相关医保、 救助政策在
定点医院通过同一窗口、 统一信
息平台完成 “一站式” 结算。

六是动员社会力量救助。 推
进商业健康保险， 充分发挥公益
慈善医疗救助作用， 开展重特大
疾病专项救助。

七是加强村卫生室和社区卫
生服务站建设， 使贫困地区每个
乡镇建设 1 所规范化的乡镇卫生
院， 每个行政村有 1 个规范化卫
生室。 据统计， 今年全市计划投
入约 10 亿元， 开展村卫生室规
范化建设 3145 个。

八是推进医联体建设。 建立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
服务机构分级分工、 组团式运行
的片区化医疗服务格局， 促进医
生和患者向基层下沉， 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服务水平， 提
高辖区居民健康水平。

九是进一步推动对口支医，
同时确保对口支医的项目。

十是实施全市三级医院与贫
困地区医院一对一帮扶， 采取技
术支持、 人员培训、 管理指导等
多种方式， 提高被帮扶医院的服
务能力， 到 2020 年贫困县县域
内就诊率大于 90%。

邵阳市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10大措施推进健康扶贫
线市州连

���������10 月 13 日， 株洲市中心血站无偿献血体验式
情景科普馆迎来了开馆以来首次参观高峰， 来自株
洲市各医疗机构的临床输血工作人员、 湖南工业大
学、 天元中学的学生等近 150 位参观者走进了科普
馆。 通讯员 谭宁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翼腾） 10 月中下
旬， 郴州资兴市医疗集团第一人民医院将
组织医务人员到各乡镇进行白内障筛查，
11 月 24 日正式启动复明手术项目。

9 月 28 日， 湖南省 “复明 10 号” 项
目郴州资兴站洽谈会在资兴市第一人民医
院召开。 经过湖南省卫计委、 省防盲办专
家的实地考察， 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被正
式确立为 “复明 10 号” 中国流动眼科手
术车定点医院。

“复明 10 号” 中国流动眼科手术车内
配有独立手术操作室， 为贫困白内障患者
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流动眼科手术车由湖
南省人民医院负责运行， 汇集省内顶级眼
科专家团队。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钟胜 王蕾） 近日，
永州市江永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成功为 79
岁高龄患者实施阴式子宫切除术， 患者术
后恢复良好。 对如此高龄的女性患者进行
此类手术在该院尚属首例。

据了解， 该患者既往有高血压、 糖尿
病、 心梗及脑梗等病史， 基础疾病加上高
龄等因素， 让手术麻醉、 术中监测及管理
相当棘手。 为降低手术风险， 妇产科及麻
醉科联合会诊， 妇产科医师为患者进行的
桡动脉穿刺置管测压监测新麻醉技术为患
者术中的生命体征平稳提供了有力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 邱文丽） 近日， 邵阳
市区首家爱心献血屋在城南公园正式启用。
该爱心献血屋的启用将给全市无偿献血者
提供更加便利、 安全和优质的献血环境。

精心规划的爱心献血屋位于城南公园
主入口广场西侧， 面积 36 平方米， 总投
资 70 余万元， 献血屋内配备了先进的采
血、 检验、 储存等专用仪器设备和空调、
电脑、 饮水机等办公设施， 设有填表办证
区、 征询体检区、 化验区、 采血区、 休息
区五个区域， 功能完善， 整洁卫生。

邵阳市中心血站站长尹青娟介绍， 自
今年 6 月 9 日该市建立机采血小板项目以
来， 3 个多月就有 194 人参与机采血小板
献血， 采集 268 个治疗量， 为挽救大出血
和血液病患者做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目
前， 邵阳市献血人数和献血量比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 19.43%和 31.05%。

参观无偿献血情景体验科普馆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
讯员 赵鸿 胡翠娥） 10 月
12 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与长沙市天心
区卫计局签约共同建设康
复专科联合体， 天心区 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入
“湘中医” 针推康复专业
联盟。 联盟将利用信息化
衔接远程诊疗， 通过针推
康一体化远程会诊平台让
专科人才 、 特色技术下
沉， 形成 “点对点” 模式
的精确合作， 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的临床康复服务能
力的同时， 让患者足不出

户享省级中医康复服务。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院长陈新宇介
绍， “湘中医” 针推康复
专业联盟成员单位数据将
统一上传到 “针推康一体
化远程会诊平台”。 市民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时， 社区医生即可将自己
收集到的患者基本信息通
过书面或视频交流的方式
和湖南中医附一院针灸推
拿科的医生进行病例交
流， 上级医生便可作出相
应的处方下达和治疗指
导。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10 月 10 日，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合湘潭医卫职业技术
学院， 在该学院护理楼一层报告厅， 以 “学
会急救， 援手他人” 为主题， 开展了第 8届
“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 系
列活动，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的数百名师
生积极参与现场有奖知识问答， 急诊医护人
员对现场师生采取 “一对一” 的教学方法，
传授了 “心肺复苏术” 的抢救流程， 对师生
们的操作进行 “手把手” 带教； 通过实践操
作， 现场师生们掌握了基本的急救技能， 有
了 “急救人人参与” 的救治意识。

������原桑植县皮肤病性病防治
所职工王任平的医师资格证遗
失， 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