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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
健委、 州计生协组织
干部和志愿者， 走进
扶贫联系村凤凰县两
林乡禾当村和板如村，
开展“送惠民政策、
送卫生健康、 送关怀
关爱， 树立扶贫、 脱
贫、 健康工作典型”
的“三送一树” 卫生
健康宣传服务活动。
通讯员 田晓辉 谢朝贵

摄影报道

������日前， 湘潭市率先在全省
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公共
卫生防治体系补短板工作的若
干意见》， 包括加强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 学科和人才队
伍建设、 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建
设， 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 30 项具
体措施， 补齐公共卫生防治体
系短板。

据悉， 截至 6 月 28 日 24
点， 湘潭市已连续 128 天实现
疫情零报告， 在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大考中， 该市疾控部门
经受了重大考验， 发挥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 但也暴露出疾控
体系的一些短板和不足， 亟待
在体制机制层面加以改革和完
善。 一是专业队伍不够足。 主
要存在编制不够充足， 结构不
够合理和人才梯队不够优化。
二是医防协同不够畅。 各级医
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
病预防控制职责不够明确， 传
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责任不够明晰等。 三是应
急体系不够全。 应急预案的针
对性、 指导性和操作性有待进
一步加强， 分级、 分层、 分流
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有待建
立； 医疗物资应急储备规模不
足、 经费保障不够、 物资结构
不合理、 管理不够科学等。

针对公卫防治体系短板，
此次出台的公卫防治体系 30 条
中， 首先， 突出强调了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 一方面加大公共
卫生人才引进力度。 明确 2020
年底前对市、 县两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以及市卫健委所属其
他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集中补充。 莲城人才
行动计划优先支持公共卫生领
域骨干人才， 对于公共卫生机
构引进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高
学历及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采
取直接考核的方式公开招聘。
近期通过公开招聘、 绿色通道，
市、 区两级疾控中心已招聘了
22 名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 包
括 5 名高学历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专业人才， 且已经全部上
岗工作。 另一方面， 加大基层
人才引进力度。 2021 年底前集
中补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
技术人才； 2022 年底前足额配
齐基层专业技术人员。 二是为
专业人才提供良好的待遇保
障。 加快疾控等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的薪酬制度及绩效评价体
系改革， 落实 “两个允许 （允
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
单位工资调控水平， 允许医疗
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
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
励）”。 对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实行 “公益一类财政
供给 、 公益二类绩效管理 ”，
健全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保障机制和补偿机制， 完善绩
效工资政策。

湘潭市正在全力推进公共
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目前进入
后续装修及配套设施建设阶段，
预计项目 10 月底完工， 今年内
可以建成投入使用。 湘潭市疾
控中心主任艾伟宏说， 市公共
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后， 依托公

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市公共卫
生应急指挥中心， 构建统一领
导、 权责匹配、 运转高效的公
共卫生大应急管理格局。

为补好公卫防治体系短板，
艾伟宏表示， 一是加快信息化
建设。 下一步将以国家慢病中
心创新基地建设、 疾控机构信
息化试点等为契机， 以传染病
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为突
破口， 加强全民健康信息 “大
数据” 平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
共享运用， 使关口更加前移、
触角更加灵敏， 疫情信息来源
畅通、 数据开放共享， 完善传
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监测系统， 建立智慧化预警多
点触发机制， 做到早发现、 早
报告、 早研判、 早处置。 二是
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 全面改
善疾控机构设施设备条件， 市
级高标准建设达到生物安全二
级 （P2） 水平的实验室以及理
化检验实验室， 探索建设区域
公共卫生中心实验室， 重点提升
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检测 “一锤定
音” 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
控快速响应能力； 县市区疾控
中心重点提升疫情发现和现场
处置能力。 三是加强应急物资
储备。 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物资储备基地建设， 对个
人防护、 检测检验、 现场处置
等应急物资建立平战结合的储
备机制， 强化卫生应急物资保
障等， 为健康湘潭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健康
支撑。

本报记者 汤江峰 刘琼 通讯员 夏鸾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 6 月 24 日， 国家卫健委
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 《2020 年高考防疫关键措施 10
条》。 措施包括提前 14 天进行日常体温测量、 考点入
口处设体温检测点以及设置备用考场等。 具体如下：

一是人员的健康监测。 对参与组考、 监考环节的
工作人员和考生， 要求提前 14天进行日常体温测量和
身体健康状况监测， 做到每天体温测量并记录。

二是自我防护的准备。 考试前， 考生要做好自我
健康监测， 确保考试时身体状况良好， 提前准备好口
罩、 手套、 纸巾、 速干手消毒剂等防护物资。

三是异常状况的评估制度。 对考前和考试中监测、 检
查发现的考生和工作人员身体异常状况， 卫生健康部门、
疾控机构、 医疗机构指导教育部门做好专业评估， 综合研
判评估是否具备参加考试和组织考试工作的条件。

四是考点的体温检测。 考点入口处设体温检测点，
对所有进入考点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所有考生、 考试
工作人员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

五是考点入口体温异常的处置。 如体温不合格，
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 仍
不合格的， 须经专业评估， 综合研判评估是否具备参
加考试的条件。

六是备用考场的设置。 原则上每 10个普通考场设
1个备用隔离考场 (每考点不得少于 3个)。

七是环境卫生和消毒。 发生过疫情的学校， 不能
作为考点。 考试前， 对考点、 考场、 通道、 门把手、
桌椅、 宿舍等进行全面环境卫生清洁与消毒， 明确张
贴完成标识。

八是考场降温和通风。 对考场考点空调运行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 开展清洁消毒。 普通考场可使用分体
空调或中央空调， 备用隔离考场须使用分体空调。

九是考试过程中异常状况的处置。 考试过程中有发
热、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 由考点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
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专业人员进行个案研判， 具备继续
完成考试条件的考生， 须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十是人员的卫生防护。 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
考场前要佩戴口罩。 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全程佩戴口
罩， 隔离考场的监考员及工作人员需穿戴工作服、 医
用防护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等。

������本报讯 （通讯员梁辉肖欢蒋芳义） 近日， 患有
双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等复杂性听力障碍的小
昱， 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接受免费人工耳蜗植入术，
成为该院 2020 年度 “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手术康
复救助项目” 的首名受益者。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二科教授刘斌介绍， 目前，
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
人工耳蜗植入， 该院作为定点救助医院， 于今年 6月
19 日正式启动 “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手术康复救
助项目”， 为有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免费提
供人工耳蜗产品及手术康复救助。 该项目在优先满
足 0至 6岁听力残疾儿童康复需求的基础上， 对 7至
17 岁经听力语言康复、 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语前聋
患者及 18岁以内的语后聋患者予以救助。

健康服务助脱贫

突出强调公卫人才队伍建设
湘潭补公卫防治体系短板

健康扶贫的株洲模式
四剂“良方”力阻“病根”变“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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