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邓雅秋） 为进一步推动健
康扶贫工作进程， 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病致贫、 因
病返贫的现象发生， 岳阳市平江县率先推行健康
扶贫 “一站式” 结算服务，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综合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一站
式” 平台运行以来， 综合报销错报、 漏报的现
象大幅度减少， 至 11 月底， 平江县县域内医疗
综合报销比例达到 90%； 二是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简化贫困患者就医流程，
开通绿色就医通道， 贫困患者出院时只需缴纳
10%以内的个人自付部分。 三是获得感明显提
高。 实现了贫困患者费用报销 “零跑腿”、 贫困
患者费用垫付 “零压力”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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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胜国 贾海花） 日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布了州本级
“五办” 事项清单 403 项， 卫计部门共 30 项列
入清单。 “五办” 事项减少了环节， 为群众提
供了便利， 提高了行政效率， 实现了 “只进一
扇门” “最多跑一次” 的目标。

其中， “马上办” 有医师执业注册、 医疗
广告证明审核等 8 项， “网上办” 有医疗机构
设置审批、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 17 项， “就
近办” 有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发放的监管、 卫
生监督咨询服务等 13 项， “一次办” 有计划
生育奖励扶助给付、 一类疫苗项目确定及免费
接种、 免疫异常反应调查补偿等 10 项。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丹 朱
文青） 12 月 25 日， 许多到长
沙市中心医院就诊的市民发
现， 这两年医院的共享、 自助
服务设施越来越齐全， 看病越
来越便捷了。 医院老病友感叹
道： “医院服务一直在改进和
优化中， 就医体验越来越好。”
据了解， 该院截至目前已推出
贴心服务八大 “利器”。

共享晴雨伞 对于擅长 “变
脸 ” 的长沙 ， 该院在门诊一
楼、 各住院部一楼配置有 “共
享晴雨伞”， 通过微信扫码即
可使用。 在该院借伞， 用完后
通过网络查找所在地最近的还
伞点归还即可。

共享轮椅 该院在省内率先
加入 “健康中国共享轮椅公共
服务创新工程项目”， 在医院
门诊引进了 “共享轮椅”。 使

用微信扫码， 即可在门诊借用
共享轮椅， 使用后再扫码原地
归还， 2 小时内免费使用， 遇
上行动不便的患者还能租借回
家。

共享充电 早在 2017 年 ，
医院贴心地引进了 “手机充
电” 项目， 在门、 急诊、 住院
部大厅均有配置。 无论手机是
何种型号， 手机扫一扫即可立
即充电。

自助复印 就医过程中， 患
者要复印的资料不少。 自助复
印 24 小时开机， 通过手机自助
扫码操作复印， 流程简单， 目
前医院在门诊一楼、 住院部一
楼均有配置。

自助测量血压 医院在门诊
一楼服务总台的醒目位置配备
了一台全自动血压仪， 来医院
就诊的市民， 尤其是老病友，

只要伸伸手指头 、 点点启动
键， 就可以自助测血压。

取药寄到家 医患服务中心
提供了取药寄送到家的服务。
患者只需将缴费单据、 收货地
址在门诊一楼服务总台进行登
记， 工作人员会按照流程为患
者寄药到家。

就医付费， 途径多、 速度
快 医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快捷
缴费体系。 诊室就诊单上可以
微信扫码付费、 门诊 “缴费迷
你机” 也可以扫码付费、 医院
服务号中更是可以直接付费，
结合传统的人工收费， 最快付
费体验 15 秒， 就医更加方便
快捷。

门急诊自助直饮水 医院
在门急诊各楼层、 各角落为市
民备好了自助直饮水， 还配备
有一次性的简易纸杯。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
员 陈双 胡翠娥） 12 月 21 日~
23 日 ，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
会慢性病管理分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中国互联网+慢性病管
理创新发展论坛 ” 在长沙举
行 。 专家学者们围绕 “创新
慢病防控 助力健康中国 ” 主
题 ， 就慢性病流行现状 、 国
家防控策略以及互联网背景

下的慢性病管理信息化建设、
大数据应用 、 人才培养以及
健康教育等慢性病防控创新
与实践内容进行全方位 、 深
度研讨与交流。

会上，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
一医院副院长朱镇华当选为中
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慢性病管理
分会会长。 朱镇华表示， 慢性
病防控是 “健康中国” 战略的

重要内容， 中医中药在慢性病
防控方面优势明显， 为慢性病
人群开展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
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和方
法， 引导人们运用中医药的知
识、 方法改变生活方式， 减少
慢性病发生的高危因素， 可以
明显提高慢性病防治效果， 而
“互联网+慢病管理” 将是未来
的发展趋势。

�������永州市江永县夏层铺镇马蹄村是江永县所有
自然村中离所在乡政府最远的村。 今年来， 夏层
铺镇卫生院院长廖昭明先后 5 次带领该院医生和
村卫生室村医何建文送医送药到该村， 同时为村
民们进行健康体检。 图为 12 月 17 日， 他们为当
地慢性病患者免费送去价值一千余元的药品。

通讯员 郑赞朴 李钟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兵 欧立科 黄桂山） 郴
州市苏仙区作为 “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学调
查”、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国家项目监测
点， 通过近两个半月连续监测， 近日完成两项
国家级调查项目， 为政府制定营养改善和慢性
病控制政策及措施提供了支持。

为掌握我国居民膳食结构、 营养和健康状
况的变化趋势， 经国家随机抽样， 确定苏仙区
现场调查点为许家洞镇、 栖凤渡镇、 卜里坪街
道、 五里牌镇、 坳上镇和良田镇。 调查主要通
过询问、 实验室检测 （采血、 采尿、 采便） 和
医学测量 （身高、 体重、 腰围、 血压测量） 进
行。 本次调查共完成 669 户家庭调查， 1119 人
个人调查， 779 人体检调查和 748 人生物样本
的采集。 调查结果完全符合国家项目办要求。

长沙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兆鸿黄飞跃） 12 月 10
日至 14 日， 国家卫生县城 （乡镇） 技术评估专
家组对益阳市安化县、 南县和资阳区茈湖口镇
的国家卫生县城、 乡镇创建工作进行技术评估，
并同意 3 个单位通过国家卫生县城 （乡镇） 工
作技术评估。

专家组一行听取了创卫工作情况汇报， 查
看了现场和资料， 认为安化县、 南县、 资阳区
及茈湖口镇等地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到位， 环保
措施得力， 食品安全、 生活饮用水及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规范， 传染病防治工作到位， 总体符
合要求。 今年， 益阳市全面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 成功创建省级卫生乡镇 8 个， 市级卫生
乡镇 16 个。 本次评估的通过， 使益阳的国家级
卫生县城、 乡镇实现了零的突破。

免费医药送到山村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蒋凯
余希） “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到权威医生的用药指导和送药
到家服务”， 这样的 “家庭就诊” 模式
已经不再是梦想。 记者 12 月 25 日从
“湖南省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协同创新工
程” 阶段性成果媒体推介会上了解到，
湖南目前已经建立区域慢病智能管理与
药品配送、 湖南省家庭健康及慢病自我
管理等多个网络技术平台， 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的新模式， 将家庭、 社区、 医院
的健康与慢病管理联动起来， 患者不必
到医院或者社区就诊， 足不出户便可实
现健康监测， 获得专业的医疗指导和健
康管理。

“我现在都是用手机随时随地挂到
‘专家号 ’ ， 再也不用专程往医院跑
了。” 61 岁的长沙市民曾先生是位有 6
年病史的高血压患者， 前不久他在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就诊过程中加入了
慢病管理平台， 只需在家通过一个健
康管理仪器， 进行早晚监测， 即能将
血压、 心率、 血糖等一系列数据自动
上传至手机 app， 其主诊医师通过平台
为其进行健康管理及用药指导， 并通
过就近药店取药或者药物配送到家等
服务为其直接调整用药， 大大节省了
就医时间。

开启“共享”模式方便患者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