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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金伟） 近日 ，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对
党参等 9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
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
理试点工作的通知》。 《通知》
指出， 对党参、 肉苁蓉、 铁皮
石斛、 西洋参、 黄芪 、 灵芝、
山茱萸、 天麻、 杜仲叶 9 种物
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
中药材的物质生产经营试点工

作， 后续将继续研究将上述物
质纳入食药物质目录管理的可
行性。

据了解， 本次对党参等 9
种物质开展食药物质管理试
点工作 ， 主要根据 《食品安
全法》， 按照我国传统饮食习
惯和 《中国药典》 修订情况，
综合考虑地方需求并参考相
关国际管理经验 ， 经系统研

究 、 综合论证确定 。 上述物
质作为食药物质时 ， 建议按
照传统方式 ， 即对原材料进
行粉碎、 切片、 压榨、 炒制、
水煮 、 酒泡 ， 适量食用 ， 孕
妇 、 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
特殊人群不推荐食用 。 作为
食药物质时 ， 其标签 、 说明
书 、 广告等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 治疗功能。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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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 小康

本报讯 （记者 许琬婕） 癌症防
治工作是健康湖南行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 1 月 6 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 《健康湖南行
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 （2019—
2022 年）》 （下文简称方案）。 方案
明确提出， 到 2022 年， 湖南省癌
症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 危险因素
综合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 癌症筛
查、 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显著
提升， 癌症发病率、 死亡率上升趋
势得到遏制， 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
比 2015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 ， 患者
疾病负担得到有效控制。

方案围绕目标要求提出八项主
要行动。 一是实施危险因素控制行
动， 降低癌症患病风险。 开展全民
健康促进， 建设权威的科普信息传
播平台等， 实现到 2022 年， 癌症
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以
上； 促进乙肝疫苗、 人乳头瘤病毒

疫苗等相关疫苗接种； 加强环境与
健康工作， 加强水生态保护， 保障
饮用水安全； 推进职业场所防癌抗
癌工作。

二是实施癌症防治能力提升行
动， 完善防治服务体系。 推动高水
平癌症防治机构均衡布局， 以省肿
瘤医院为龙头， 依托省肿瘤防治研
究办公室， 构建省癌症防治网络；
建立省级癌症防治中心以及基层癌
症专病防治机构； 加强基层医疗机
构肿瘤专科建设； 强化癌症防治机
构职责。

三是实施癌症信息化行动， 健
全肿瘤登记报告体系和制度 。 到
2022 年， 实现肿瘤登记工作在全省
所有县区全覆盖， 纳入国家肿瘤登
记年报的登记处数量不少于 30 个。
加强肿瘤登记信息系统与医保数
据、 死因监测、 电子病历等数据库
的对接交换， 搭建省级癌症大数据

平台。
四是实施早诊早治推广行动，

强化筛查长效机制。 推广应用重点
癌症早诊早治指南， 各地针对本地
区高发、 早期治疗成本效益好、 筛
查手段简便易行的癌症， 逐步扩大
筛查和早诊早治覆盖范围。 到 2022
年， 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达到
55%以上 ， 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
筛查县区覆盖率达到 80%。

五是实施癌症诊疗规范化行
动，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加强诊疗
规范化管理， 完善用药指南。 推进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建设和安
宁疗护试点工作。 努力降低癌症导
致过早死亡率， 到 2022 年， 总体
癌症 5 年生存率比 2015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 构建全省抗肿瘤药物临
床应用监测网络， 完善诊疗质控体
系。 优化诊疗模式， 探索建立规范
化诊治辅助系统。

六是实施中西医结合行动， 发
挥中医药独特作用。 加快构建癌症
中医药防治网络， 提升癌症中医药
防治能力。 修订完善癌症中医药防
治指南、 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 强
化癌症中医药预防及早期干预。

七是实施保障救助救治行动，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采取综合医疗
保障措施， 提高抗癌药物可及性，
加大贫困地区癌症防控和救治力度。

八是实施重大科技攻关行动，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加强癌症相关
学科建设 ； 集中力量加快科研攻
关， 加强癌症防治科研成果的推广
应用； 打造以癌症防治为核心的健
康产业集群。

湖南癌症防治实施方案发布
到 2022年，癌症 5年生存率比 2015年提高 3%

本报讯 （记者 许琬婕 通讯员 张雨欣魏惊
宇） 1月 8 日， 湖南省精神医学中心在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举行授牌仪式。 该中心挂靠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 由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和中南大学共
同管理， 以全省市级以上精神卫生中心为网络建
设， 以推动全省乃至全国的精神卫生事业发展。
当天， 湖南省精神医学中心与地市 14 所医院签
署了共同发展协议。

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是重要的医学问题， 也
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社
会问题和民生问题。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整合国
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系、 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和湖南省脑科医
院， 正式成立湖南省精神医学中心。

湘雅二医院院长周智广教授表示， 湖南省精
神医学中心是以疑难危重症精神障碍的诊治为核
心， 为全人群 （从健康到疾病） 提供全生命周期
（从儿童至老年） 精神健康服务的国家级精神医疗
机构。 中心将致力于建设国际领先的精神医学智
慧医疗研发与服务中心， 通过同时涵盖心理救援、
医疗、 教学、 科研、 预防和管理 “六位一体” 功
能的精神心理人工智能系统， 开启全新医疗服务
模式； 聚焦精神科疑难重症， 推动普及焦虑抑郁
障碍、 睡眠障碍、 青少年行为问题和老年精神卫
生等大众关切精神心理问题的识别和诊治等。

9 种中药纳入食药试点管理

随身备好“三样宝”
回家过年·开心旅行

�������� 1 月 9 日， 长
沙县长龙街道卫健
办、 计生协与长界
社 区 联 合 举 办 以
“体验食品安全 倡
导健康生活” 为主
题的教育实践活动，
邀请长沙市天心区
科普教育学会专家
为 40 余名青少年讲
解食品安全科普知
识， 参加活动的青
少年还与家长一起
自制面条、 棉花糖
和豆浆。 图为小朋
友在现场制作面条。

通讯员 杨艺
摄影报道

自制食品体验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