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夏
边边 刘伏云） 近日 ， 湘
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长塘
社区卫计专干走访慰问王
志明等 5 户计生特殊家
庭， 并送上慰问金。 社区
卫计专干还为计生特殊家
庭安装检测仪器， 让他们
在家里随时可以检测血
压、 血糖、 心率等， 让他
们切实感受到了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

据悉 ， 2017 年 ， 湘
潭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对
象认定 3556 人， 其中独
生 子 女 死 亡 家 庭 对 象
2128 人 （含 60 周岁以上
失独老人 1287 人）、 独生
子女伤残家庭对象 1428
人。 长期以来， 市委、 市
政府对这部分特殊群体的
扶助工作高度重视， 建立

了 “政府主导 、 协会实施 、
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 的计
生特殊家庭关怀帮扶机制 ，
通过结对帮扶 、 走访慰问 、
医疗保障等措施， 多举措真
心关爱计生特殊家庭。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湘潭市对国家认定对象， 将扶
助金标准由独生子女伤残家
庭对象、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
对象每人每月 320 元、 390 元
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 800 元。
保留对户籍年满 60 周岁计生
特扶家庭夫妻按每月每户 100
元的家政服务项目。 同意对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发放
一次性抚慰金 5000元。

该市为全市每户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配备一个帮扶小
组， 每个村 （社区） 计生协
骨干会员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联系周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老人 。 每逢家庭人员生日
时， 及时送去鲜花、 蛋糕等
礼物； 当老人住院时及时送
去现金和水果等， 并派人照
料。 为每个特殊家庭发放一
枚印有二维码的爱心徽章 ，
特殊家庭老人外出走失时 ，
爱心人士能够扫描二维码反
馈情况， 志愿者将根据提供
的信息迅速赶往老人所在
地， 并将老人平安送回家。

此外， 该市将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列为家庭医生签约
重点和优先人群， 并由各县
市区解决了签约个人应承担
的每年 24 元的签约费用 。
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设立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就
医绿色通道 ” 标识牌 ， 凭
“扶助证” 就医享受就诊绿
色通道， 住院期间享受免费
专家会诊服务。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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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冯智
强） 近日， 从长沙市望城区
卫 计 局 传 来 喜 讯 ， 该 区
2017 年荣获长沙市健康扶
贫年度考核第一名。

近年来， 望城区始终把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作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任
务，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构
筑多层防线及一对一健康服
务等举措， 确保贫困户健康
有人管、 患病有人治、 治病
有报销、 大病有救助。

加大投入， 基本医疗全
覆盖 。 望城区围绕 “重基
础、 强基层、 优服务、 惠民
生” 的总体要求， 加大对基
层卫生院 （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 和村卫生室的投
入， 完成 17 所乡镇卫生院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和 131 个村卫生室新建和改
扩建工程。 建立健全财政保
障机制， 由区财政每年投入
300 万元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缴纳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
分， 使贫困人口 100%参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商
业保险。

部门联动， 大病救治全
覆盖 。 该区实施贫困人口
“三提高、 两补贴、 一减免、
一兜底”、 就医先诊疗后付
费、 一站式结算等综合保障
措施， 推进健康扶贫 “三个
一批” 行动计划。 健康扶贫
“三个一批 ” 行动计划为 ：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低保对
象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慢病
签约服务管理一批和重病兜

底保障一批， 医疗保险报销
比例提高 10%。

信息互通， 健康管理全
覆盖。 望城区积极推动银医
合作， 投入 600 万元对区人
民医院、 区妇幼保健计生服
务中心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
升级改造， 启动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居民健康卡发卡工
作， 将贫困人口的健康、 治
疗信息录入中国健康扶贫信
息平台， 实现了健康扶贫信
息动态管理 。 开展 “六个
一” 贫困人口健康监护， 即
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一个
家庭医师团队、 一份医疗服
务合同 、 一次免费健康检
查、 一份健康档案、 一张居
民健康卡、 一个诊疗方案和
转诊通道。

�������5 月 8 日， 岳阳市
平江县红十字会志愿
者现场教群众对“伤
病员” 进行心肺复苏
按压。 当日， 平江县
红十字会在天岳广场
举办“微笑———我奉
献我快乐” 系列宣传
活动， 并进行应急救
护演练， 迎接第 71 个
世界红十字日的到来。
通讯员 吴江疆 邓雅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向阳） 5 月 6 日， 湘潭县 “三
创一治” 办举办 2018 年全县爱国卫生、 健康教育专干
培训班。 该县教育局、 医院、 企业等单位 240 余名专干
参加培训。

举办这次培训是为了全面落实县委、 县政府 “三创
一治” 决策部署， 确保年内成功创建省级卫生县城的
工作目标， 切实加强该县爱卫、 健康教育工作， 进一步
明确各责任单位工作任务， 促进爱国卫生健康教育工
作科学、 规范、 有序开展。 同时， 鉴于在 4 月 27 日的
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工作市级预评审中， 发现该县健康
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迅速行动， 认真整改。

培训会上， 湘潭市爱卫办主任方明、 市健康教育所
所长肖青林等四位专家依据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健康教
育、 爱国卫生检查记分细则， 结合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 《湘潭市健康促进工作实施意见》， 从健康教
育的目的、 意义和要求到各项资料的收集整理进行了
全方位的阐述。

������本报讯 ( 通讯员 张东红） 5 月 9 日， 娄底市卫生
计生委组织发动 14 家市管民营医院、 娄底骨伤医院走
进双峰县杏子铺镇， 为群众进行健康查体， 20 家医院
及药企代表现场为杏子铺镇省级贫困村合心村义捐 20
余万元， 用于帮扶该村健康扶贫和基础设施建设。

娄底市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 主任罗琳表示， 要打
好脱贫攻坚这项战略， 让群众真正永久脱贫， 抓好健康
扶贫尤为重要。 卫计系统要在健康扶贫中大显身手， 把
最优的服务献给农民， 最好的医疗为贫困户服务， 今
后， 到贫困村开展义诊常态化、 制度化。

������本报讯 （通讯员 汤秋英） “同学们， 大家知道什
么是毒品吗？ 毒品有哪些危害性？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应
该如何抵制和远离毒品保护好自己呢？” 5 月 9 日， 在
永州市冷水滩区高溪市镇中学， 冷水滩区计生协会联合
永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冷水滩区禁毒委员会、 高溪市
镇计生协会开展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5·29 青春健康
教育宣传讲座活动。

讲座分为室内讲座和室外毒品展览两部分。 室内讲
座中， 二级心理咨询师通过鲜活的案例， 深入浅出地给
同学们剖析了毒品的危害及吸毒者的心理活动变化。 在
室外展览中， 通过禁毒样品， 同学们近距离地观看了毒
品的原貌， 并帮助同学们辨识生活中常见的零食、 饮料
中隐藏的毒品。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有为） 5 月 1 日一大早， 82 岁
的周大娘到永州市新田县中医医院看病。 她来到特殊群
体挂号专柜优先挂号， 咨询台的护士一边为周大娘测量
血压， 一边为她优先填写病历卡， 不到 1 分钟就挂上号
了， 周大娘在护士的陪同下到门诊医生处就诊、 取药同
样享受了 “优先”， 不到 20 分钟时间， 周大娘就看完病
提着药回家了。

去年 10 月以来， 该县卫生计生委在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医院、 各乡镇 （中心） 卫生院， 实行 “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和优惠对象持相关证明， 可以与 65 周岁以上
老年人一起享受优先挂号、 优先就诊、 优先化验、 优先
检查、 优先取药”。 并在咨询台安排专职导诊人员为计
生特殊家庭成员提供引导服务， 提供填写病历卡、 咨询
和解答各种检查化验报告单、 免费提供测量血压、 健康
咨询等优质服务， 对行动不便的患者还专门配备了轮
椅。 截至 5 月 1 日， 该县已为 40 多个计生特殊家庭
100 余人提供了便捷服务。

长沙市望城区：

“三个覆盖”拔掉致贫病根

湘潭市：

教群众心肺复苏按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