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尹承东）
近日， 衡阳市衡东县医疗纠纷
当事人、 患者袁某向该县医疗
纠纷调解中心赠送一面锦旗，
感谢该中心帮助她化解一段长
达 4 年的医疗纠纷。

为使全县范围内的医疗纠
纷得到快捷、 有效的处理， 衡
东县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创新工
作方式， 通过多项举措减少了
“医闹” 行为产生的群体性事
件， 提升了医疗纠纷矛盾化解
率。 据统计， 今年 3 至 10 月，
该中心受理的案件调解成功率达
80%， 调解协议履行率 100%。

据了解， 医疗纠纷调解中
心是独立于第三方专门负责化解
医疗纠纷的调解组织。 由司法和
卫生部门中懂医学、 懂法律、 会

调解的同志组成， 并建立由县内
各医院的医学专家和法医组成的
医疗纠纷专家咨询库。 同时建立
多部门联动合作机制， 在医疗纠
纷发生的第一时间， 由县卫计
局和公安局组成第一小组， 对
医院的正常秩序进行维护， 并
对患者的病历、 使用药品情况
进行封存、 保管。 对有争议的
案件， 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指派
相关人员组成调委会对案件进
行处理。 经过调解， 对双方不
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 医疗
纠纷调解中心将引导双方通过
司法程序进行解决， 从而改变
患者方 “大闹得大钱、 小闹得
小钱、 不闹不得钱” 的错误认
识， 使患者方的权利得到合理
合法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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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石
顺） “我老婆的病每月需要
医药费 5000 多元， 一年要 6
万多元， 经济压力大； 现在
落实健康扶贫政策， 她每周
透析 2 次， 所需医疗费用全
部由政府兜底解决， 政府还
每月补助我老婆去县医院治
疗的交通费 150 元。” 11 月 6
日， 刚陪患尿毒症的妻子从
永州市宁远县人民医院透析
出来的该县九嶷山瑶族乡新
塘村 6 组建档立卡贫困户主
龙六中对笔者说。

今年以来， 宁远县在全面
推进健康扶贫攻坚战中， 落实
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 医
疗救助、 慢性病健康护理、 妇
女 “两癌” 筛查医疗保障待遇
等便民、 利民、 惠民政策， 为
贫困百姓健康 “保驾护航”。

该县落实 “大病集中救治
一批” 政策， 开展农村人口大
病专项救治 ， 确定县人民医
院、 县中医院、 永州湘南肿瘤
医院为消化道肿瘤、 终末期肾
病定点救治医院， 永州市中心
医院为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儿
童白血病定点救治医院。 今年
来， 全县有 190 余名患消化道
肿瘤、 儿童白血病、 儿童先天
性心脏病等 4 类 9 种疾病的患
者得到集中救治。

同时， 该县落实 “慢病签约
服务管理一批” 政策， 为每位农
村贫困人口建立健康档案， 并发
放一张置入健康状况和患病信息
的 《健康卡》。 目前， 全县建立
健康档案 10 万余人， 开展健康
体检 9.5万余人次； 为 2.6万余户
家庭 10万人签约 “家庭医生”。

该县还认真落实 “重病兜

底保障一批” 政策， 对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的个人缴纳部分按规定由县财政
补贴 50%； 在大病保险上降低
50%起付线、 提高 5 个百分点的
报销比例。 对患有尿毒症的贫困
人口， 在县内住院治疗所产生的
医疗费用， 全部由县财政兜底解
决， 近 3 年来， 已兜底解决尿毒
症患者医疗费 1.2 亿余元。 宁远
县出台 “先诊疗后付费” 政策。
目前， 全县有 3100 余名农村贫
困患者， 在县内公立医疗机构住
院时， 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 此
外， 该县落实 “两癌” 免费筛查
政策， 提高农村适龄妇女的健康
水平。 近 3 年来， 全县共有 5 万
余名农村妇女免费得到 “两癌”
筛查。 对查出患 “两癌” 的 130
余名农村妇女给予及时救助， 发
放救助资金 160 余万元。

为贫困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焕君) 从今年起， 湘潭
县对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性评估在三级以上
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实行 “以奖代补”
政策， 满一个看护年度， 被监护人未发生肇事
肇祸行为的监护人可领取 2400 元看护奖励金。

为加强全县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救治救助及管理监护工作， 湘潭县综治办、 卫
生计生局、 公安局、 财政局、 民政局、 残联等
六部门联合印发 《湘潭县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看护管理奖励办法》 的通
知， 多部门协同实现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
救助、 管理监护等工作。 近日， 在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召开全县各乡镇 （中心） 卫生院公卫
院长、 慢病负责人、 精神卫生专干共计 60 余
人的业务培训会， 要求进一步做好肇事肇祸等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申领看护管理奖励工
作的宣传发动， 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

湘潭县：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领看护奖

������本报讯 （通讯员 毛榴芳 杨小辉） 近日，
郴州市苏仙区苏仙岭街道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邀请辖区内 229 名有行动能力的低保、 特困
供养对象和计生特殊对象到该中心， 集中开展
家庭医生现场签约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 该中心向群众宣传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知识， 让群众了解签约后免费常规体
检、 辅助检查、 预约上门、 转诊等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和健康扶贫等优惠政
策。 随后， 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分组为参加活动
的 229 名群众现场签约， 并组织签约群众参加
免费体检。 活动结束后， 该中心给每位贫困群
众送上了一桶食用油。 据悉， 该中心已经与辖
区内的 655 名贫困群众完成家庭医生签约。

郴州苏仙：
家庭医生签约力促健康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双元 陈炫） “有了这
部手机， 今后和大家联系更方便了； 有了这个
卡， 以后就医也没那么麻烦了， 你们的服务真
周到！” 11 月 7 日， 家住永州市东安县山子岭
社区的吴凤英接过该县计生协工作人员送来
的爱心手机， 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当天， 东安县计生协举行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健康帮扶启动仪式， 全县计生特殊家庭代表
50 人在现场领到了就医绿卡和爱心手机。 爱
心手机不仅能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签约
的家庭医生， 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 还能为计
生特殊家庭构建爱心交流、 亲情互助、 志愿服
务的平台， 实施人文关怀。

永州东安：爱心手机 传递亲情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巧 杨柯） 11 月 3 日至
7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卫计局组
织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在城区开展打
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
“黑诊所”， 同时查处以养生保健为名非法开展
诊疗活动的行为。

这是该县今年开展的第 4 次打击非法行医
专项整治活动。 共检查医疗机构 174 户次， 下
达整改意见 174 份， 查处非法使用非卫生技术
人员、 非法使用未取得处方权和未取得抗菌药
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处方和抗菌药物案 4 起，
罚款 4.2 万元。

湘西永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梓园社区推进流动人口卫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卫计专干对辖区居民和流动人口从
新婚、 怀孕、 小孩出生、 节育等方面提供贴心服务。 图为
11 月 3 日， 社区卫计工作人员将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
查的相关报销费用送到白女士手中。

本报通讯员 连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陈智华 ） 11 月 9
日，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
街道王公塘社区 30 岁的居
民段晚香 （化名 ） 在社区
卫计专干的陪同下 ， 赶到
长 沙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参 加
《生育与不育》 科普知识讲
座 ， 并免费检测生育力 。
当天， 由雨花区左家塘街
道承办的长沙市卫计委爱
心助孕走进雨花区这一活
动中 ， 共有 110 余名育龄
妇女参加知识讲座并免费
检测。

据悉 ， 长沙市卫计委
对夫妻一方具备长沙地区
户籍， 且女方年龄在 49 岁
以下， 合法生育且符合辅
助生殖助孕治疗条件的居
民， 开辟绿色通道 ， 就诊
免挂号费 ， 对象在该院生
殖中心助孕完结办理时 ，
凭 “爱 心 卡 ” 减 免 2400
元； 第二次进行助孕治疗
减免本次总费用 10%， 该
院对助孕成功并在该院分
娩一次性补 1500 元， 并对
计 生 特 殊 家 庭 实 行 免 费
“试管婴儿” 助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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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优质服务上门

衡东县多举措化解医疗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