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改红利

本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黄圣平) 3 月 4 日， 记者从湖
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 2018
年， 湖南省共资助贫困人口参加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19.42 亿
元， 将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
度和大病保险制度覆盖范围。

湖南省把贫困人口 “基本医
疗有保障” 作为扶贫开发的 “重
头戏”， 医疗保障扶贫精准发力。
明确贫困人口要做到应保尽保，
将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作为医
疗救助对象， 要逐步将资助参保
资金统一通过医疗救助渠道解决，
确保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制度、 医
疗救助制度覆盖范围。 并要求巩
固完善大病保险倾斜支付政策，
加大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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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艳红 ）
近期， 不法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
在生产销售保健食品过程中， 夸
大产品功能， 制作虚假宣传广告
欺骗消费者， 严重损害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财产权益， 成为社
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和监管的难点。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制定
了整治 “保健” 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工作方案， 迅速部署开展 “保
健” 市场整治行动。 全省各级卫
生监督部门积极行动起来， 一场
整治 “保健” 市场乱象的战斗已
拉开大幕。 卫生监督部门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整治工作。

加大对虚假宣传行为的查处
力度。 查处假借健康讲座、 专家
义诊、 免费检查、 免费体验等形
式， 向老年、 病弱等特定消费群
体作虛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的行为。 对假借健康讲座、 免

费体检、 未备案的义诊的非法诊
疗行为进行查处。 查处利用医疗
单位名义， 或者以专家、 医务人
员等名义， 对商品作虚假或者引
入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强化完善 “保健 ” 市场管
理。 查处中医药机构假借中医名
义开展养生保健品推销。 对中医
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是否存
在以中医药预防、 保健、 治未病
等为名， 或假借医学理论和术语
欺骗、 诱使、 强迫消费者接受非
法诊疗 ，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
为。 重点查处医疗机构 （诊所）
医师借辅助治疗， 提高患者免疫
力名义为病人开具保健品处方。

严厉查处以 “保健” 为名开展
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重点查处以
中医药 “预防” “保健” “治未
病” 等为名， 或假借医学理论和术
语欺骗、 诱使、 强迫消费者接受非
法诊疗，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 莫宇婷） 自 3
月 4 日起， 长沙市岳麓街道全面铺开
特殊人群及部分重点人群家庭医生
集中签约工作 ， 主要包括残疾人 、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 计划
于 3 月 26 日前覆盖全街各村社区。
协议将基本医疗服务、 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 、 健康管理服务等相衔接 ，
以满足签约残疾人、 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等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为他们筑起健康 “屏障”。

家庭医生签约筑起健康屏障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桂山 樊东晖
彭国平） 为全面做好春季传染病防治
工作， 近日， 郴州市北湖区卫计局多
措并举开展春季传染病防治系列活
动， 为保障学校师生健康护航。

一方面， 该区疾控中心和健康教
育所专业人员走进学校讲堂， 通过情
景剧、 同伴教育、 健康讲座等喜闻乐
见的形式， 从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环
节、 流感、 水痘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知
识入手， 重点讲解传染病的预防。 另
一方面， 从新学期开学伊始， 对中小
学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
通过查阅档案、 现场查看、 座谈交流
等方式， 对学校传染病防控、 因病缺
课症状监测、 常见病防治、 健康教育
等工作进行了督导。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春来） 阳春
3 月， 学雷锋正当时。 为进一步弘扬
雷锋精神， 3 月 8 日， 娄底市第二人
民医院党委组织 3 个党支部开展了以
“党员进社区·情暖微心愿” 为主题的
送温暖活动。

当天， 娄底市第二人民医院党
员志愿者们携带慰问品 、 慰问金 ，
先后走访慰问了娄底市 8 个社区共
计 12 户贫困家庭。 这些家庭主要是
孤寡老人和病残家庭， 党员们走街
入户进入贫困家庭， 详细了解他们
的生活及身体状况， 鼓励他们以积
极、 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战胜困
难， 以满足贫困家庭微心愿的方式，
送上党组织的关怀。

党员进社区 情暖微心愿

接到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中心血站用血
“告急” 通知后， 泸溪县
人民政府迅速部署， 动
员号召卫计系统人员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 共计
91 位医务人员、 红十字
会志愿者参与献血， 累
计采血 34900毫升。
通讯员 戴会婷 摄影报道

无偿献血

������本报讯 （通讯员 胡雅萍） 3
月 12 日， 笔者从衡阳市卫健委
获悉 ， 衡阳市第二批 “柔性援
疆” 医疗工作队日前启程赴疆，
14 名医疗专家将在对口支援地新
疆吐鲁番鄯善县开展为期半年的
医疗援助。

柔性援疆， 是相对于中组部
计划援疆任务而言的。 计划援疆
主要是由受援地提出计划， 中央
下达任务， 是 “刚性规定” 必须
完成 ， 且保持连续性的长期支
援。 而其他援助形式， 则由受援
地提出， 中央部委、 省市或地方
支援 ， 期限可长可短 ， 灵活多
变 ， 方式多样 ， 所以叫柔性援
疆。 衡阳市自 2018 年开展柔性
援疆工作以来， 先后选派 2 批共
46 名医学人才进疆工作， 为新疆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 此次 14
名医疗援疆专家由衡阳县、 常宁
市、 耒阳市、 衡东县、 衡南县、

祁东县、 衡山县负责选派， 都具
有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和丰富的
临床工作经验。

2017 年 8 月， 时任衡阳市市
长郑建新考察援疆工作时要求，
衡阳市第八批援疆工作队和衡阳
市卫健委在对口援疆上广度拓
展、 深度挖掘、 力度强化上狠下
功夫， 积极作为。 并促成衡阳市
卫计系统与鄯善县卫计系统 18
对单位签订了民族团结结对帮扶
协议， 就援疆全覆盖制定了相应
措施。 鄯善县于 2018 年 6 月向
衡阳市卫健委提交 《关于请求增
派柔性援疆医学专家的报告 》，
市卫健委积极主动、 迅速对接，
经全市重点医院及县市人民医院
层层推荐， 精心挑选出 32 名的
业务骨干， 组成首批柔性援疆医
疗专家队伍， 于 8 月 13 日， 奔
赴鄯善县 11 家乡镇卫生院及 7
家县直卫计单位， 以市对县、 县

对乡的对口支援模式， 和各民族医
护人员 “同吃同住同劳动”， 开展
为期半年一批的对口支援。

半年时间， 衡阳市第一批医学
柔性援疆工作队， 克服重重困难，
立足工作岗位， 心怀责任， 勇于担
当， 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自身的专
业特长和技术优势， 积极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 填补技术空白， 有效解
决了当地群众看病远、 看病难、 看
病贵的问题， 极大缓解了鄯善县基
层医疗机构技术人才紧缺现状， 大
幅提升了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
保障能力。 据统计， 第一批柔性援
疆医学专家填补了 20 余项技术空
白， 救治门诊病人 23360 人次， 住
院病人 12449 人次， 操作及指导手
术 361 台， 教学查房 140 余次， 带
教学员 383 人。 实现 “柔性援疆”
乡镇卫生院全覆盖。 得到了鄯善县
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引起了新疆各界广泛关注和点赞。

医疗“柔性援疆”开赴鄯善

泸溪医务人员和红会志愿者

校园讲授春季传染病防治

������宁乡丰庆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
93430124MA4L5PCR6F） 经全体成员会决议
终止营业， 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组成清算小
组进行清算， 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天内到我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宁乡县正强养鱼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 ：
93430124MA4L5PY72N） 经全体成员会决议
终止营业， 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组成清算小
组进行清算， 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天内到我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宁乡县鑫泉汤鸭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
号： 93430124MA4L4FF443） 经全体成员会决
议终止营业， 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组成清算
小组进行清算， 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