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石凌) 近
期， 早晚气温较低， 流感病毒
活跃度增加。 长沙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提醒市民， 最好在冬
春季流感流行高峰前接种流感
疫苗， 以防范于未然。

流行性感冒是最常见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由流感病毒
感染引起， 一般表现为急性起
病 、 发热 ， 部分病例可出现
39℃～40℃的高热 ， 伴畏寒 、
头痛， 肌肉、 关节酸痛， 极度
乏力， 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
常有咽痛、 咳嗽。 流感不仅导
致各种不适， 还会引发多种并
发症， 如支气管炎、 肺炎、 心
肌炎等 。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
计， 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
300 万～500 万重症病例 ， 20
万～50 万人死亡。

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
流感最有效的手段。 由于流感
病毒易于变异， 世界卫生组织
每年会根据流感监测结果提出
全球流感疫苗株的推荐意见，
各疫苗企业根据该推荐意见生
产当年的流感疫苗 。 一般来
说， 每年 9 月份开始便有当年
度生产的流感疫苗上市。 疾控
专家建议， 为了能在冬春季流
感流行高峰前获得有效保护，
建议市民最好在 10 月底前完
成流感疫苗接种。 如果在 10
月底前未完成接种， 整个流行
季都可以接种。 目前， 流感疫
苗属二类疫苗， 市民可前往各
接种点自愿自费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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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振华 朱纯璐） 9
月下旬， 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
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6 名业内专家， 在
永州市宁远县对全县 16 所乡镇卫生院、 2
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骨干医师及乡
村医生进行医学专业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覆盖临床合理用药、 心
内科、 儿科常见病、 卒中救治、 慢病防治、
中医技能等， 重点提升高血压 、 糖尿病 、
儿科常见病、 临床规范用药 、 卒中救防 、
中医特色治疗技术等诊疗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晓智） 为全面真实
掌握娄底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等基线数据，
为各级政府开展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提
供依据， 近日， 娄底市全面启动 2019 年儿
童青少年近视率基线调查工作。

调查工作由娄底市卫健委、 市教育局
联合组织， 县市区卫健局和教育局具体实
施， 近视筛查通过远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测
进行， 在全市分别抽取了 10 所幼儿园、 10
所小学和 10 所初中、 6 所高中和 1 所职高，
调查覆盖小学、 初中、 高中全年级及幼儿
园大班 5 岁半至 6 岁半儿童。 全市预计调
查 14000 名学生。 依照方案要求， 10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调查及结果上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华） 为加强乡村医
生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乡村医生服务能力
和水平，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
山县举行村医能力提升培训班， 对全县 270
余名村医进行集中 “充电”。

据了解， 此次培训班以提高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和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技能为
重点， 从省直医院聘请的专家从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老年人、 慢性病、 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管理、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与报告、 抗病毒治疗、 常见病与
多发病、 药品管理和合理用药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培训， 积极提升基层卫生人员对常
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以及实操能力。

宁远：省级专家下基层

娄底启动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基线调查

为进一步提高危重新生儿救治技术水平， 近日， 湖南
省中医高专附一医院开展了新生儿复苏理论及操作技能培
训， 为大家带来了新版的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

通讯员 邓路丹 摄影报道

长沙疾控建议：

龙山 270 余名村医集中充电

为新生命保驾护航

������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以来，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认真检视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 从流
程和方式改进， 从环节和细节抓
起， 措施落得实、 效果看得见。

以便民惠民新举措解决
“看病难” 医院加强服务管
理， 对照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要求， 结合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 、 6s 精益化管
理， 制定实施提高满意度工作
方案， 开展绩效考核的信息统
计、 上报、 运用工作。 增强自
助服务系统， 改进预约服务，
增加微信支付、 诊间支付等功
能， 完善候诊设施， 及时为排
队、 候诊等 “三长一短” 问题
“消肿”。 节假日门诊专家坐诊
率达 80%， 国庆黄金周期间完
成门急诊 13,179 人次， 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 20%。
以综合控费举措解决“看病

贵” 狠抓医疗行为 “三合理一
规范”。 对乱收费、 自立项目收
费、 分解项目收费、 重复收费等
行为进行重点督查， 违规收费现
象得到根本扭转。 重点检查临床
用药情况， 每月检查通报重点监
管药物使用情况， 对使用金额排
名前十的科室进行约谈。 加强抗
生素和重点监控药品合理使用监
管， 持续做好全院处方点评， 点
评结果与绩效挂钩。 加强源头控
费， 历时两个多月， 与 234 家供
货商重新逐个谈判议价， 耗材涉
及 2815 个品种， 通过清理、 降
价， 预计年采购成本同比下降
14.67%， 节约金额 4178 万元 。
通过多措并举、 多管齐下， 控费
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有效提升
了群众获得感。

以促进共同发展增强看病
承受力 医院缓解 “看病难、 看
病贵”， 发挥医院社会职能， 加
强根本治理， 让基层医疗机构
服务实力硬起来， 让基层群众
承受能力强起来。 湘西自治州
人民医院从 2017 年至今， 累计
派出 26 名医务人员到济南进修
学习。 常年派驻 30 多名医务人
员组成的医疗队对口帮扶古丈
县人民医院 ， 帮扶受援医院
“二甲” 创建， 明显提高其综合
服务能力， 赢得社会好评。 全
院 100 多名对口帮扶干部积极
推动， 年内为早齐村 73 户建档
立卡户发放棉被以及床上四件
套， 发放猪崽 146 头， 力争扶
贫村如期实现整村脱贫。 该院
2017 年开展 “先诊疗后付费 ”
以来，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减免
住院费用 1300 余万元。

通讯员 唐江雪 龙建明 陈建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国庆节前夕，
湘潭市医学会急诊专业委员会在湘潭市第一
人民医院召开了湘潭市医学会急诊专业委员
会 2019 学术年会， 来自全市及周边地区各
级医院 300 多名急诊医学相关专业医务人员
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聚焦急诊医学创新发
展， 组建了湘潭市中毒中心。

应邀前来的省内外著名急诊专家进行了
《创伤性休克复苏》 《创伤后气道管理与呼
吸支持》 《危险性上消化道出血诊治快速通
道》 《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救治》 等精彩
的学术讲座、 疑难病例讨论、 急救技能示范
表演以及急救知识竞答。 在急诊疑难病例讨
论中， 专家们从急诊急救真实事例以及疑难
病例入手， 抽丝剥茧， 层层深入； 在分会场
里演示的脊柱外伤现场搬运、 外伤现场包扎
止血、 急诊气道插管的急救技能操作， 吸引
众多眼球， 踊跃体验者排成长队。

湘潭市急诊学术年会
聚焦急诊医学创新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怡霏）
为解决社会上反映的 “献血容
易报账难” 问题， 近年来， 郴
州市中心血站根据 “一次办”
的服务要求 ， 应用互联网技
术， 简化报账流程， 实现献血
者及相关受益人报销血费 “零
跑腿”。 目前， 无偿献血者可
在郴州 22 家医疗机构实现血
费直接报销。

自 2015 年 11 月郴州在全
省率先启用免费用血出院直报
工作以来 ， 至今全市已有 22
家二级医院和民营医院陆续安
装血费报销系统， 与郴州市中
心血站联网， 开展血费直报业
务。 献血者仅需在出院时， 携
带身份证、 献血证、 住院发票
住院总清单、 市医疗临床用血
报销证明 （亲属用血还需提供

关系证明） 即可在院内办理血
费报销。

“我父亲患白血病之前在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回到
临武后， 了解到临武县人民医
院也有免费用血报销点， 在那
递交了我母亲的献血证明和其
他相关申请资料就给我们报了
4000 元钱， 省去了我们往返的
路费， 这个服务真是太方便了！”
家住临武的黄先生连连称赞。

目前， 郴州无偿献血者及
其亲属血费报销方式有三种：
一是献血者或其亲属， 在就诊
的医疗机构直接办理血费报销；
二是工作日在郴州市中心血站
一楼免费用血报账室进行现场
办理； 三是如在异地产生用血，
可将有关资料快递邮寄至郴州
市中心血站免费用血报账室。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在 10月底前完成
流感疫苗接种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