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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11 月 6 日电
（记者 梁军） 记者近日从甘肃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甘肃省所
有村卫生室今后将作为乡镇卫生
院的派出机构， 实行乡村一体化
管理， 村医身份由个体转变为乡
镇卫生院临聘职工。

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的 《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疗
机构一体化管理工作的通知 》，
全省乡镇卫生院与所辖村卫生室
为同一法人， 村卫生室不再为独
立法人单位， 只设立负责人。 村
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合为一体，
实现行政、 业务、 人员、 药械、
财务、 绩效考核 “六统一” 为主
要内容的乡村一体化管理模式。

甘肃省所有村医将与乡镇卫
生院签订聘用劳动合同， 身份由
个体转变为乡镇卫生院临聘职
工， 即乡聘村用。 对在村卫生室
工作年限较长、 业务水平高、 群
众反映好且取得执业助理及以上
执业资格的在岗村医， 在乡镇卫
生院招考正式在编工作人员时给
予适当加分， 优先录用。 有条件
的地区， 可探讨实行村医转正制
度， 进一步提高村医岗位的吸引
力。

根据规定， 乡村医生身
份转变后， 每周 1 天或每月
4 天会到乡镇卫生院开展临
床实践， 或由乡镇卫生院定
期选派业务骨干到村卫生室

坐诊， 开展临床带教指导， 也可
组织乡村医生与卫生院技术过
硬、 经验丰富的医生结成 “师徒
关系” 或 “帮扶对子”， 建立紧
密的帮带关系。

甘肃省改革既往村医收入构
成， 统一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
资制度， 原则上乡镇卫生院每月
向村医发放 1000 元基本工资 ，
绩效工资根据考核后按月或季度
发放。

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
所有村医由个体转为乡镇卫生院临聘职工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杨浩斌）
近日长沙进入阴雨天气模式， 气温骤降。
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各位家长： 抵
抗力尚未发育完善的婴幼儿容易受病菌
“侵袭”， 在那些对婴幼儿 “虎视眈眈”
的病菌中， 肺炎球菌是一个非常难缠的
对手。

肺炎球菌， 也称肺炎链球菌， 是一种
可能引发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菌， 儿童是
其主要携带和传播人群。 肺炎球菌主要通
过飞沫传播， 传播形式较为隐匿， 容易在
宝宝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乘虚而入”， 它
可入侵身体多个不同部位， 导致支气管
炎、 中耳炎、 鼻窦炎、 肺炎、 败血症甚至
脑膜炎。

肺炎球菌疫苗是预防肺炎球菌感染
的最有效手段， 婴幼儿肺炎球菌疫苗采
取 3+1 的接种的方式， 推荐常规免疫接
种程序为 2、 4、 6 月龄完成 3 针接种基
础免疫， 1岁时接种加强针。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孟喜） “爷爷，
等下我说 ‘开始’， 您就站起来， 站稳后按
照您平时走路的速度朝前走 3米， 到标记
线……” 11月 7日上午， 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老年病科老年综合评估室里， 70岁的
罗老正在护士的指导下进行健康测试。

当天， 全国首个 “云计算·老年综合
评估系统” 在湘正式上线， 罗老成为第
一位使用者。 不到 50 分钟， 数据采集完
成， 系统当即生成报告， 显示罗老健康
状况尚可， 但存在衰弱和跌倒高风险，
并给出了后续治疗的建议。

老年综合评估 （ CGA） 是落实 “全
人医疗” 理念， 采用多学科方法来评估
老年人的躯体健康、 功能状态、 心理健
康和社会环境状况， 并制订和启动以保
护老年人健康和功能状态为目的的治疗
计划， 最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的功能水
平和生活质量。

骤冷防婴幼儿肺炎

“云计算·老年综合
评估系统”上线

������本报讯 （通讯员 魏欣） 11 月 2-3
日, “首届湖湘眼健康高峰论坛暨湖南
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眼健康分会成立大
会” 在长沙召开。 省内外专家、 同行
和眼健康相关企业负责人 200 余人共
聚大会， 就眼疾病防治、 眼健康管理
模式和眼视光、 眼健康产业发展等眼
健康相关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和交流。 会议以 “交流 合作 共促眼
健康发展” 为主题， 旨在落实全国卫
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促进 “健康中国”
战略和 《“十三五 ” 全国眼健康规划
（2016-2020 年）》 的实施， 进一步推进
湖南省眼健康事业的发展。

湖南健康服务业协会
眼健康分会成立

甘肃：

��������11 月 3 日， 由湘潭
市中医医院主办的“中
医中药中国行” 第六届
秋冬养生膏方节活动，
在窑湾历史文化街区举
行。 本届膏方节活动的
主题是“弘扬中医文
化， 普惠莲城百姓”。 品
尝养生膏方、 免费体质
辨识、 体会中医文化、
猜谜一试身手……当天
上午， 多项连心惠民接
地气的活动， 让纷至沓
来的莲城百姓， 赴了一
场膏方盛宴。

通讯员 张红斌
杨爱兰 摄影报道

膏方小世界 健康大舞台

������本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吴昊田魁 ) 为推进湘宁医疗卫生
合作， 11月 7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
湖南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明
确了未来 3年湘宁医疗卫生交流合
作项目。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
儿童医院分别与宁夏回族自治区
妇幼保健院 (儿童医院) 签订合作
协议， 明确了具体合作事宜。

根据湘宁医疗卫生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未来 3年两地将在 4个方
面推进合作： 一是开展医疗卫生人

员学习交流， 宁夏每年选派 3名二
级以上医院院长 (副院长)、 5 名中
层管理人员、 20名以上医护人员，
分别赴湖南省人民医院等医院，
开展 3 个月至 1 年的学习交流；
湖南根据专科合作和专业技术人
才培养需要， 选派医疗卫生人员
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相关医疗卫生
机构交流锻炼。 二是开展专业化
培训， 湖南组织全国性或有代表
性专业培训时， 宁夏可根据所辖
医疗卫生机构的需求， 组织有关
人员参加培训;湖南医疗卫生专家
或专家团队， 可根据宁夏相关医

疗卫生机构的需求， 不定期到宁
夏支持开展专业化培训。 三是开
展医疗机构对口技术协作， 两省
区卫生健康委指导协调湘宁两地
合作医院在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四是支持湘宁各对口合作单位扩展
合作范围， 各合作单位可根据需
要， 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扩展合作范围， 具体事项由合作
医疗卫生单位之间协商确定。 湘宁
两省区卫生健康委支持两地各级卫
生健康部门、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
位开展交流合作。

湘宁两地签署医疗卫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郴州市卫生计生工作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