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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蒋荣志） 近
期， 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 驻津
巴布韦大使馆分别致信湖南省卫
生计生委 ， 感谢第十九批援塞拉
利昂医疗队和第十五批援津巴布
韦医疗队在援外期间为受援国百
姓 、 华人华侨 、 使馆人员提供的
精心服务 ， 为增进中塞 、 中津两
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作出的
积极贡献 ， 为促进我国与塞拉利
昂 、 津巴布韦医疗合作和国家间
友好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 。 他们
在致信中指出 ： 医疗队全体队员

展现出了精湛的技术 、 专业的态
度和强烈的使命感 ， 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不
畏艰苦 ， 甘于奉献 ， 救死扶伤 ，
大爱无疆” 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津巴布韦总统办公室在致信中
指出： 第十五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
在援外医疗工作中具有值得称赞的
典范医德和专业技能， 他们积极与
当地医生开展技术交流， 为津巴布
韦卫生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 2018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在
诺顿义诊期间 ， 他们每天工作 12

小时， 免费治疗 600 人以上， 他们
用专业和实干精神受到了津巴布韦
百姓的高度赞扬， 增进了中国和津
巴布韦人民的友谊。

据悉， 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
塞拉利昂医疗队自 2017 年 6 月抵
塞以来， 克服塞自然条件恶劣、 设
备药品短缺等困难， 承担了所在中
塞友好医院的主要诊疗任务， 开展
了大量当地难以实施的诊疗活动 ,
一年来累计诊治患者 29887 多人
次， 完成复杂手术 300 多台， 并赴
塞拉利昂 SOS 儿童村 、 弗拉湾学

院、 凯内马乡镇医院等地开展数次
义诊活动。

第十五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全
体队员从常规的门诊、 手术、 学术
讲座和开展新技术运用， 到义捐义
诊， 再到多次突发应急事件处置，
在津巴布韦均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 在当地 Prirenyatwa 医院 ，
查房 8159 人次 ， 门诊 2032 人次 ，
手术 515 台， 麻醉 485 台， 阅片报
告 2021 次， 会诊 118 次， 授课 38
次， 带教学生 10097 人次， 传授专
科技术 28 项。

��������7月 6日， 永州市江永县人民医院急救人员走进学校， 讲
解防溺水常识， 演示救生方法， 引导孩子们暑假期间有效防范
溺水事故。 本报通讯员 田如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湖南省委宣
传部、 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
2017 年度湖南新闻奖、 第十四届湖南
省优秀新闻工作者评选于 7 月 6 日揭
晓。 本报两件新闻作品： 消息 《娄底率
先启动全科医生驻村全覆盖》 （作者：
汤江峰 刘琼 张东红 编辑 ： 尹慧文），
通讯 《从 “针锋相对” 到 “和风细雨”
———湖南各地改善医患关系侧记》 （作
者： 张丽） 荣获湖南新闻奖三等奖。

为确保获奖作品和个人充分体现在
全省新闻舆论战线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评委会严把政治关、 导向关、 程序关，
并组织专家学者对获奖作品进行了认真
审核。

中国（湖南）援外医疗队获点赞

暑期防溺水

������本报讯 （通讯员 胡茹珊 刘
怡君） 7 月 10 日， 湖南省 “互联
网+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 全程
信息化管理项目启动仪式在长沙
举行。 项目启动后， 湖南省将在
全国率先实现第二类疫苗 （指由
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
苗） 从生产、 储存、 运输、 使用
到接种的全程留痕 、 全程可追
溯， 切实确保疫苗质量和接种安
全。

据了解，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作为全省药品集中采购交
易平台， 建立了全省疫苗采购与
流通的核心数据源； 省卫计委搭

建信息管理系统， 重点完成了在
疾控机构和接种点的疫苗使用和
管理信息；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全国疫苗供应占比最
大的电商服务平台。 通过这三个
平台的互联互通 ， 搭建 “互联
网+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 全程
信息化管理项目， 由交通银行提
供资金结算 ， 形成了信息闭合
环， 全面完整地记录疫苗流通和
使用信息。

同时， 项目启动后， 疫苗生产
企业和疾控机构首营资质实行网上
互认、 交易双方签订电子 《供销合
同》、 疫苗采购与入库实现信息化管

理， 极大地方便了疫苗生产企业、
配送企业和采购单位， 有利于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疫苗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健康， 尤其是少年
儿童生命健康 ， 是不可触碰的
‘红线’”。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刘山介绍，
湖南省 “互联网+疫苗流通与预
防接种” 全程信息化管理项目启
动仪式将成为打破医药交易领域
信息壁垒的 “破冰之旅”， 在整
个行业内起到先锋、 示范效应，
将成为推动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 “奋斗号角”。

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

湖南将“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

本报两件新闻作品获奖
2017 年度湖南新闻奖评选揭晓

当“泰坦尼克号”
现实版来临

������据中新网报道 (谢艺观 ) 7 月 10
日， 上海公布 “扩大开放 100 条” 行动
方案。 提出争取对临床急需境外已上
市且在我国尚无同品种产品获准注册
的抗肿瘤新药， 在上海先行定点使用；
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 用于治疗严
重危及生命且在我国尚无同品种产品
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 争取在上海开
展拓展性使用。

国内未注册的
抗癌新药可定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