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段佳艺） 10 月 27 日，
重阳节来临之际，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
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孙卫平教授及医护
人员一行 5 人， 来到湘潭市岳塘区霞
城街道向家塘社区， 为社区 40 多名
老年人送上一堂老年人保健知识科普
讲座， 并免费发放 4 种健康宣传资料
120 份。

讲座中， 孙卫平以 “从医学角度
谈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和高血糖）”
为题，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合图文并
茂的课件， 从三高的概述、 危害、 预
防、 治疗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讲
解。 老人们纷纷表示， 今天的课讲
得好， 在日常生活中用得着， 也做得
到 。 70 多 岁 的 周 奶 奶 激 动 地 说 ：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重阳节礼物
了！”

������本报讯 （通讯员 谈建军） 10 月 16 日，
长沙市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的 20 多名执法
人员在天心区重要的餐饮聚集区蹲守， 严
查违规私自回收 “地沟油” 的行为。 整治
行动从晚 8 点至次日凌晨 2 点结束， 共抓
获 6 台违规回收餐厨垃圾的车辆。

当晚 11 点，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附
近， 一辆标着 “流动补胎” 标签的面包车
缓缓行驶到一家餐饮店门口。 蹲守的便衣
执法人员一开始并没将这辆车纳入怀疑的
范围。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其大吃一惊———
驾驶人下车后将后备厢打开， 只见面包车
的两排座椅被拆掉了， 车上放了几个大油
桶， 司机正在将餐饮店产生的 “潲水油”
等餐厨垃圾倒入一米多高的油桶里。 便衣
执法人员立即呼叫执法大队请求增援， 面
包车还在倒餐厨垃圾之时， 执法人员赶到
现场， 将其抓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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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郴州市嘉禾县从实
际出发， 在流动人口聚集地设立
流动党委， 依托党委设立流动人
口计生协会， 并整合社会资源，
成立商会， 做好 “借” 字文章，
做大卫生计生服务 “朋友圈”。

党委 + 协会 + 商会， 组织
外出流动人口

驻地组织部门批准设立流动
党委， 建立党委+协会+商会一体
化工作机制， 积极开展计生服务
管理工作。 设会员代表大会和理
事会， 推举流动人口中有威望、
热心公益事业的党员为常务理
事。 目前已经发展热心计生工作
人士 980 名为协会会员。 协会组
织渗透到了流动人口的各个角
落、 各行各业。

流入地 + 流出地 +“蜂王”，
深化区域协作

如果把流动人口比作外出采
蜜的 “蜜蜂 ” ， 共产党员就是
“蜂王”。 该县深化卫生计生区域
协作机制， 实施两地信息互通，
管理互动， 服务互补。 发挥 “蜂
王” 作用， 安排部分党员和协会
会员担任计生联络员 （协会小组
长）， 建立深化基层协作团队,延
伸协作触角。 目前 280 余名 “蜂
王” 活跃在广大流动人口中， 宣
传计生政策， 收集计生信息， 帮
助解决生产、 生活、 生育中的实

际问题， 形成了 “领团队、 管自
己、 教子女、 帮亲属、 带四邻”
的工作格局和 “老乡管老乡、 老
乡带老乡、 以老乡帮老乡” 的浓
厚氛围。

卫计工作网 + 志愿服务网 +
互联网， 卫计服务全覆盖

编辑 《在粤人士电话号码
本》， 把有关外出流动人口中的
党员、 知名人士联系方式具体到
村一级， 便于以村为主联系工
作。 组织流动党员和共青团员青
年成立计生志愿服务组织， 开展
以关爱嘉禾籍困难计生户的 “生
产、 生活、 生育” 为主要内容的
“我和你·心连心” 关爱万名农民
工、 计生户志愿服务行动。 利用
现代技术， 开展人口计生服务工
作， 如建立流动人口志愿服务
QQ 群和 “嘉禾人在广东” 微信
群， 设立微信公众平台， 开展远
程视频教育和 “电大东莞班 ”
等。

积分制考评 + 物质奖励 +
精神鼓励， 提高工作积极性

实行考评积分制， 对在工作
中得分较高的共产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 ,依照工作成效给予适当
误工和通讯补贴。 对成绩突出的
个人， 在迁户、 子女入学、 公务
员录用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和大
力推荐。 目前， 计生志愿者中，

有 126 名优秀志愿者被推荐为党
员发展对象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

计生 +卫生 +民生， 提升计
生家庭幸福指数

广泛开展帮助 “家庭发展”
行动。 全面宣传二孩政策， 重点
关爱特殊扶助对象。 引导享受驻
地市民待遇， 大力宣传计划生育
扶助优待政策。 提供法律维权等
服务， 为流动人口计生对象提供
法律维权 “三免费” 服务， 即免
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免费担任
法律顾问， 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近年来， 嘉禾县驻东莞流动党委
第 三 支 部 （分 会 ） 先 后 帮 助
1500 余户计生家庭解决生产生
活生育方面的实际困难。

通过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该县完善了党委+协会、
支部+分会、 党小组+协会小组
工作机制 ， 与流入地交流信息
1.9 万余条， 协会会员为计生户
提供咨询服务 9700 人次， 共建
民生项目 5 个 ， 提供法律援助
95 件， 对 230 户流动人口计生
家庭进行精准帮扶。 2017 年嘉
禾县被省市列为流动人口计生协
会示范点。
本报通讯员 雷井 杏朝鸣 黄桂山

������10月 20日上午， 在娄底
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的候诊区
里， 刘金梅和其他患者一起
坐在长椅里等待叫号。 作为
该院门诊办的一名护士， 刘
金梅常常经过这里， 但是作
为一名普通患者等待就医的
体验， 对她而言却有些陌生。

刘金梅正在参与的， 是
该院将在全院范围内开展的
“假如我是患者” 就医体验活
动。 据了解， “假如我是患
者” 就医体验活动， 就是医
务人员以患者名义， 独立完
成全部就医流程 （包括挂号、
就诊、 相关检查、 办理入院
手续、 缴费等）， 从中发现问
题、 查找问题、 开展讨论、

自我反思， 从而进一步改进
就医流程， 提高医疗质量和
服务水平。

从今年 8 月起， 该院创
新开展 “假如我是患者” 换
位思考 “四个一” 活动， 包
括各科室举办一场 “假如我
是患者” 换位思考大讨论、
开展一次就医体验活动、 举
办一场演讲比赛、 撰写一篇
心得体会。 该院开展这一活
动， 旨在引导医护人员通过
换位思考， 切身体会患者需
求， 增强人性化服务意识，
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医疗服务和更加舒适的就医
体验。

通讯员 黄小红 董昉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桂湘满峰唐新龙）
“就是因为贫困患者 ‘先诊疗后付费’ 政
策， 家父才能第一时间享受到住院治疗。”
近日， 家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迁陵镇利福村村民陈某感慨道。 这是湘西
精准脱贫医疗救助帮扶工程减轻困难群众
医疗负担的一个缩影。

保靖县自 10 月 1 日起， 参加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农村重
特大疾病患者、 农村低保对象、 农村特困
人员、 农村贫困残疾人， 通过城乡居民医
保报销、 大病保险报销、 扶贫特惠保报
销、 民政医疗救助及财政兜底等方式， 住
院可报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100%。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超辉） 10 月 24 日，
衡阳市精神病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在常宁市中医院召开， 来自衡阳市各县市
区 150 位从事精神疾病防治的专家、 学者
和医务人员共同探讨精神疾病的防治。

据悉， 针对当前常宁市精神疾病防治
情况， 常宁市委、 市政府决定成立常宁市
精神病医院。 常宁市中医院院长邓芳文介
绍， 常宁是精神病高发区， 现有精神疾病
患者约 2 万名， 其中重性精神疾患病人
4000 余名。 常宁市中医院精神病科自成立
以来， 已收治精神疾患病人达 3 万余人
次， 在精神疾患的预防、 治疗、 康复期训
练， 特别在重型精神疾患的规范化管理和
治疗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琼） 9-10 月， 益
阳市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局
在辖区内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项整治
行动。 本次共对 1 家医疗美容诊所和 50
家生活美容机构进行了监督检查。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检查医疗美容机构
是否存在超诊疗科目和超范围执业情况；
医师、 主诊医师、 护士资质和执业注册等
情况； 核查注射用 A 型肉毒毒素、 胶原
蛋白等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管理情况；
以及生活美容机构是否存在非法医疗美容
行为， 是否非法购进和使用药品和医疗器
械等行为。

做大卫计服务“朋友圈”
嘉禾县流动党员

��������10 月 24 日， 怀化市通道侗族
自治县食药工商质监局联合卫计等部
门执法人员， 在辖区 1家诊所收缴、
封存药品。 日前， 根据群众举报， 这
家诊所无任何有效证照， 诊所内所陈
列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无购进票据。 经
现场执法人员查明， 该经营诊所属
“黑诊所”， 将依法取缔。

通讯员 刘强陈玲玲 摄影报道

通道联合执法
取缔“黑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