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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爱心
助孕

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慧敏） 1 月 5 日， 湘潭
县卫计局举行 “党建领航工程 ” 百场微宣
讲———健康中国主题宣讲活动， 局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参加宣讲会。

该县卫计局本轮微宣讲围绕 “健康中国 ”
主题展开， 来自该县卫计系统的 10 位微宣讲人
员从 “合理膳食 ” 、 “一起来聊聊抑郁症 ” 、
“健康中国战略是国之大计” 等方面， 结合十九
大精神及卫计工作实际，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
机关党员干部在宣讲中读懂卫计工作新形势，
倡导健康生活新理念。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伏云 傅昭建） 1 月 3 日，
笔者从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了解到， 该街道
卫计办通过与人社、 公安、 民政、 工商等综治
单位核查比对， 对湖南省全员人口信息管理系
统 （一盘棋系统） 进行数据完善， 提高空挂户
的计生管理与服务水平。

据了解， 该街道多年前流动性较大企业拆
除人员和毕业学生空挂户一盘棋系统数据近 10
万， 且多数是人户分离。 宝塔街道卫计办通过
与综治单位多方排查、 较对， 将系统内 85 岁以
上的年龄层次较大空挂户数据进行排查整理 ，
通过公安信息核实系统注销死亡人数， 补录修
改各类信息数据约 1260 条 ， 补录详细家庭住
址、 婚姻状况、 配偶信息、 出生日期、 生养、
避孕等信息 800 余条。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江龙） “这笔扶贫理赔款，
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多谢计生协会扶贫
惠民政策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关爱。” 1 月 2 日，
郴州资兴市计生协和中国人寿保险资兴分公司工
作人员来到三都镇高桥墟村， 为该村村民曹红智
（化名） 家送去了 1 万元 “贫困妇女安康保险”
理赔金。

曹红智是建档立卡扶贫户家庭成员。 2017
年 12 月， 曹红智被医院确诊患乳腺癌， 让本来
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资兴市计划生育协会获悉
消息后马上联系中国人寿资兴市分公司， 以最快
速度办理理赔手续。

2017 年 3 月， 资兴市计生协联合中国人寿
资兴分公司， 由中国人寿资兴分公司捐赠， 为资
兴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女性购买了一份 “贫困
妇女安康保险”。 该保险由中国国寿公司承保，
拥有患乳腺癌、 宫颈癌 2 万元风险保障 （“两癌”
之一 1 万元）。 该项惠民政策覆盖全市 1536 人，
帮助贫困妇女抵御疾病， 有效遏制因病致贫、 因
病返贫， 为贫困群众筑起了一道风险防范墙。

������本报讯 （通讯员 谢春玲） 1 月 2 日， 岳阳
市平江县三市镇下坪村刚出院不久的贫困户毛
川莲捧着报销单感激地说： “近两次住院我报
销了 4 万多元， 健康扶贫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感
谢党的好政策……”

据悉， 58 岁的毛川莲患有尿毒症 5 年， 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前病情严重的时候， 毛川
莲只是去卫生院开一些缓解病情的药物， 进行
保守治疗。 健康扶贫政策实施以来， 毛川莲便
去医院住了院。 两次住院产生医疗费用 4.48 万
元， 报销 4.3 万元， 健康扶贫好政策帮助她解决
了 “就医难” 的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陶虎
胡艳萍 郑以亮） 永州市蓝山
县塔峰镇禾叶塘村建档立卡低
保贫困户雷玉珍， 2017 年 11
月 22 日因腹痛被送往蓝山县
中心医院就诊， 经医生诊断为
胆囊多发结石、 慢性胆囊炎急
性发作 。 医院当即为她开通
“先诊疗、 后付费” 贫困人口
就医 “绿色通道”， 为她办理
了住院并精心治疗。 出院时，
雷玉珍的住院治疗总费用近 1.
1 万元， 医院为她落实健康扶
贫相关政策， 对她的医疗费用
进行报销、 减免， 最后她只支
付了医疗费用 2600 元。

2017 年以来 ， 该县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在县中心医
院、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各乡镇卫生院和县中西
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住院无需
交纳住院押金， 凭相关身份证
明享受 “先诊疗、 后付费” 服
务， 定点医疗机构设立 “先诊
疗 、 后付费 ” 一站式服务窗
口， 诊疗结束出院时患者只需
支付除城乡医保和医疗救助之

后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 。 同
时， 该县按照 “三定两加强”
原则， 实施 “三确定” （即确
定定点医院、 确定诊疗方案、
确定单病种费用标准） 制度，
对核实核准的患有大病和长期
慢性病的贫困人口实施分类救
治， 对农村贫困人口患 4 类 9
种大病实行集中救治， 在此基
础上， 进一步扩大救治病种的
范围， 将尘肺病、 肺结核病、
艾滋病纳入集中救治， 并制定
了诊疗方案， 实行单病种收费。

蓝山县卫计委按照服务区
域划分， 依托医联体建设， 由
县中心医院、 乡镇卫生院、 村
卫生室的相关科室和人员组成
签约服务团队， 对所有贫困人
口和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实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 并按照普通
慢病患者、 高危人群和一般人
群 ， 对贫困人口实行分类管
理 ， 提供公共卫生 、 慢病管
理、 健康咨询和中医干预等服
务。 目前， 全县 29631 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和 69 名计生特
殊家庭成员全部完成家庭医生

签约， 对病情较重的慢性病贫
困户实行个性化服务管理， 为
其提供全面、 周到、 便捷的医
疗服务 ， 让患者真正享受到
“家门口” 的医疗服务。

蓝山县实施医疗保障救助
政策， 对农村贫困人口参与城
乡居民医保的， 个人缴纳部分
县财政给予补贴， 特困人口实
行全补贴， 全县贫困人口参保
率达 100%。 对贫困人口基本
医保报销比例提高 10%， 大病
保险起付线降低 50%。 将符合
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并
对罹患 9 种大病的贫困患者和
个人合规的自付付费在 3000
元以上的重病患者建立了医疗
救助重病兜底保障机制。 2017
年， 全县 9 种大病患者实际报
销比例达到 90%以上， 综末期
肾病门诊治疗 100%减免兜底，
共落实重病兜底保障对象 596
人次， 减免和兜底资金达 53
余万元， 减轻了农村贫困大病
患者的就医负担， 受到了贫困
群众的一致点赞。

蓝山县健康扶贫举措多 湘潭县卫计局：微宣讲健康中国

岳塘区宝塔街道：
计生服务管理“空挂户”

资兴市计生保险暖民心

平江三市镇为贫困户就医解难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斯洋
肖伟） 2017 年 12 月 22 日， 由
湖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
员会联合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
医院举办的 “湖南省首届生育
力保护高峰论坛暨湖南省生殖
医学专科医院 2017 年学术年
会” 在长沙举行。 湖南省生殖
医学专科医院院长倪斌致辞。

保护人类的生育力就是呵
护人类代代相传、 繁衍不息的
生殖能力。 目前生育力保护是
生殖医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通
过用手术、 医药或辅助生殖技
术等对存在不孕或不育风险的
成人或儿童提供帮助， 可以有
效保护其生殖内分泌功能， 并
获得健康后代 。 本次会议以
“生育力保护与保存” 为主题，
探索交流新概念、 新技术和新
方法， 共研如何来提升在临床

中遇到的学术难题。
参加此次会议的既有来自

省内外生殖医学 、 妇科 、 中
医、 男科等学科领域的著名专
家与学术权威， 也有来自这些
领域基层临床一线工作的医疗
工作者。 本次会议为关心 “生
育力保护” 的学者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推动和
建立省内外长期合作研究的联
系机制， 有力助推湖南省人类
生殖健康领域的快速发展。

“生育力保护”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近日， 在常宁市委、 市政府主导下， 常宁市中
医院联合广州市慈航慈善基金会成立了广州市慈航
慈善基金会常宁医疗救助专项基金， 并举办了 “健
康路上·有爱同行” ———健康扶贫医疗慈善救助大型
文艺晚会， 共募捐了 110 万元慈善救助款。 基金会
还成立健康扶贫医疗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对常宁市
的贫困病患者进行精准救助补贴。

通讯员 吴仕辉 吴超辉 摄影报道

健康路上·有爱同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日前，
中国计生协授予全国 32 个县区 “首
批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县”
荣誉称号， 益阳市桃江县榜上有名，
成为湖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

近几年来， 该县以项目化运作
群众自治为主线， 以 “计生政策进
万家”、 “深化网底建设 “、 “创
建诚信计生家庭”、 “建立骨干会
员联户制度”、 “建设流动人口计
生协会” 五大活动为支撑， 成功创
建自治示范合格村 278 个。 通过打
造 “暖心计生 ” 、 “微信计生 ” 、
“志愿计生”， 创新宣传服务方式。
近 4 年来， 全县创建县级示范村
204 个、 市级示范镇乡 5 个、 省级
示范镇 2 个、 省级示范村 9 个、 国
家级示范村 (居 ) 7 个。 救助、 扶
持、 优惠计生家庭 9700 余户、 资
金约 135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