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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让每个市民都能看得起病，4 月 30

日，由《健康中国 2020》发起、我市第一个城市

医疗救助体系在 163医院开始正式运行！ 据介

绍， 所有长沙市居民都可以享受到这项全市首

次推行的医疗救助服务， 试点范围将率先选择

肛肠疾病患者群体。

据了解，凡是户籍所在地是长沙市（含长沙

县）的居民都属于《健康中国 2020》城市医疗救

助对象。 按照就医的不同层次， 分为基本医疗

救助、大病医疗救助等多种救助方式，每一类方

式面对的对象也不尽相同。

据悉， 基本医疗救助是指长沙市（含长沙

县）居民只需凭个人的有效证件，到 163 医院可

每人每年免费做一次肛肠疾病健康体检， 就医

就能享受免收挂号费、专家会诊费、免肛肠常规

检查费，手术费每人减免补贴 500元。

前两项救助方式主要针对在门诊就医的常

见肛肠病：内痔、外痔、混合痔、便血、肛瘘、肛

裂、肛周肿物、肛门肿块、肛门流脓、便秘等。 大

病救助主要针对普通家庭及重点优扶对象。 他

们若患结肠癌、直肠癌等重大疾病，就能在申请

审核后得到额外救助。《健康中国 2020》有关人

士表示，完全为民服务、不图回报的城市医疗救

助金主要来源于慈善总会、 红十字总会以及健

康中国基金会等机构专款拨付， 指定医院也将

承担一部分费用。

据悉，《健康中国 2020》在长沙实行的城市

医疗救助体系目前尚属于试行阶段， 其经验和

方法后期有望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广， 其它省

市到时候也将借鉴这种经验，在全国广泛开展。

《健康中国 2020》 在长沙启动首个城市医

疗救助体系， 市民该如何申请或办理手续？ 办

理程序是否复杂？昨日，小编特意走访了 163医

院，了解到整个救助流程简单、便捷、高效。

据介绍，办理每人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可提

前两个工作日和医院电话预约， 届时到院凭有

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免费健康体检；500 元手

术费补贴在门诊结算时划拨， 从患者就医总费

用中直接冲抵。（建议市民拨打 163医院健康热

线 0731-88850608进一步咨询。 ）

“健康中国 2020”是确保到 2020 年实现人

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大战略目标。 即

2010 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

健制度框架， 使我国进入实施全民基本卫生保

健的国家行列；到 2015 年，使我国医疗卫生服

务和保健水平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到 2020

年，保持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地位，东部地

区的城乡和中西部的部分城乡接近或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的水平。

陈竺部长指出实施【健康中国 2020】战略

工作： 一是根据我国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

可干预性和干预的成本效果以及相关国际承

诺， 确定优先领域和重点。 二是根据影响健康

的主要问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全国和地方行动

计划。 三是建立健全健康评价体系。

每人看病补贴 500元

《新规定》4月 30日起试行

《健康中国 2020》在长沙启动首个城市医疗救助体系。 肛肠疾病患者

将最先受益，三类特殊人群每人每年可免费体检一次，大病可获额外资助，

试点成功后有望全省推广。

－－普通市民－－

挂号费免收，手术费减免

－－资金来源－－

慈善和基金会拨付专款

－－如何申请－－

补贴费用在门诊结算时划拨

－－延伸阅读－－

什么是【健康中国 2020】

本报5月26日讯 一根竹竿一个铁

钩，小偷半夜里趴在人家窗台上钓的可

不是鱼，而是随意摆放的钱包、手机和

手提电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民警

又是假扮的哥又是假扮麻友，终于逮住

这个“钓鱼”盗窃团伙。半年来这伙人作

案20余起，涉案财物近20万元。今日警

方通报案情，提醒大伙，睡觉记得关窗，

财物妥善保管。

麻将馆里的神秘“阔佬”

2011年3月，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

局刑侦大队民警到辖区治安复杂场所

进行访问排查，在与当地居民聊天时得

知，天心区南湖路向东南路口有一伙外

地年轻男子，长期在附近麻将馆玩麻将

赌博。“从没看见他们做过事，出手却很

阔绰，赌博输赢很大。”

接到线索后，民警乔装成麻友与这

伙神秘人接触， 侧面了解到团伙共有7

人，分别来自贵州、四川、湖北。以前在

珠海同一家工厂打工认识，2010年底

一起到长沙来“发财”，至于干的什么却

一律缄口不言。民警调查发现，神秘阔

佬们长期居住在附近宾馆，打牌住房等

开销不小。

办案民警上演“无间道”

了解到该伙人员经常在凌晨两三

点钟散牌以后，结伴乘出租车离开麻将

馆不知去向，直到早晨五六点钟才回住

处。 民警租来出租车化装成出租车司

机，4月4日凌晨2点， 神秘人从麻将馆

出来，乘坐由民警驾驶的出租车来到了

天心区大托铺镇新路小区。3人下车后

没有立即进入小区，而是在路边闲聊。

为了避免被暴露， 民警立即开车离开。

第2天与大托铺派出所联系得知， 新路

小区凌晨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放

着12000元现金的裤子不翼而飞。根据

案发时间、地点、作案手段等判断，下手

的正是神秘人。

警方在团伙成员租住的招待所房

间隔壁开了一间房，侦控掌握了团伙的

犯罪证据。5月11日凌晨， 抓捕大网铺

开。民警兵分3路，将熊正兵等7名团伙

成员全部抓获。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陈洲

■记者 周红泉 通讯员 谈玉璜

本报5月26日讯 25日晚，在4天前将

劝阻插队的大一学生刘伟杰连砍5刀的两

名男子落网。让人没想到的是，两人都是

90后的细伢子。 仅因插队被阻就持刀相

向， 两个细伢子为什么会这么狠心和冲

动？今天下午，记者在岳麓区公安局银盆

岭派出所与他们进行面对面对话。

“你带两把菜刀过来”

皮肤黝黑、 格子衬衣牛仔裤，17岁的

小猛被铐在银盆岭派出所审讯室里，一脸

桀骜不驯。“逃亡的这4天里， 我都躲在汽

车西站的老乡家，白天不敢出门，晚上睡

不着，天天提心吊胆。”小猛说。

让他夜夜心惊胆战的是4天前的一桩

伤害案。

据警方调查，5月21日早上7时许，19

岁的刘伟杰陪同母亲在湘雅三医院门诊

大厅5号窗口排队挂号看病。这时，为女友

父亲挂号看病的小猛，看到刘伟杰排队队

伍中空隙较大， 插到了队伍中。“你别插

队，好吗？”刘伟杰立即上前制止其插队行

为。小猛站在原地不动，两人发生口角。一

旁的刘伟杰母亲和队伍里的病友纷纷指

责小猛。

小猛掏出了手机， 打电话给堂弟小

健，“这边出事了，你带两把菜刀过来！”拿

着菜刀的小猛和小健走出医院大门，一扭

头看到刘伟杰和母亲正在旁边的公交车

站等车。两人随即冲上去，朝着刘伟杰猛

砍。案发后，岳麓分局局长陈定佳立即指

令银盆岭派出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

案。昨晚，民警将正在老乡家看电视的小

猛抓获。

“说我是‘农民工’，太气人”

“仅仅因为插队被阻、几句口角，就持

刀相向，为什么会这么冲动？”记者问。

“我知道插队是我的不对， 但他们说

我是‘乡里人，是农民工’，太气人了，我觉

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直到这时，小猛仍

是一脸不服气。

“你想过后果么？”记者问。

“我没想过，我当时就是想我不能输，

冲上去干一架，我也没想过要坐牢的。”小

猛低下头，“是我太冲动了。”

但躺在医院的刘伟杰和母亲认为，

这是小猛在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因为

她和老公虽然在长沙工作，都是农村出

来的，不可能说“你是乡里来的农民工”

的话。

刘伟杰被连砍5刀，头上被缝了13针，

目前伤势稳定。

家庭不完整，形成冲动性格

小猛是湘西龙山人，今年17岁。据其

自述，母亲在他尚在婴儿时，就离开了他。

小猛刚满12岁，父亲不幸去世，他也随之

辍学在家。

这次，他跟女朋友一家到长沙，准备

找份事做。但一个月下来，没找到工作。

“小猛从小家庭就不完整， 家庭教育

就缺位，形成了冲动、偏激、易怒的性格，

再加上没有任何法制观念，一点小事就酿

成惨剧。” 负责侦办此案的银盆岭派出所

所长周文很痛心。

婚姻、房产咨询维权热线： 18908466658

本报法律顾问 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

李春光 律师

因插队砍大学生5刀的凶徒落网

凶徒不服气：“我不知道这要坐牢的” 办案民警：家庭教育缺位让17岁的他偏激易怒

竹竿加铁钩

从窗口“钓”走20万元

民警扮的哥扮麻友打掉“钓鱼”团伙

2010年12月以来，该团伙通过“钓鱼”的方式在长沙市区及长沙县、望城县等

多处民房内实施盗窃作案20余起，盗窃现金、手表、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物。

“嫌疑人大多选择城郊以及保安措施防范不完善的小区下手， 没安装护窗的

低层住户容易成为目标。”办案民警介绍，团伙作案的工具就是随手从住户阳台、

菜地拿来的竹竿长棍，根据所偷物品不同选择使用钩子或粘粘物，伸进窗户盗取。

目前，7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拘

留。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无论是否安

装防盗窗，睡觉前都应注意检查门窗

是否关好。如果不喜欢关窗，切记在

睡前将值钱物品存放到安全地方，避

免落入“钓鱼”贼的黑手。

提醒

入睡前财物妥善保管

5月26日，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路地

下水从井盖渗出漫到路面， 一辆满载

乘客的公交车开过，水花四溅。

记者 伍霞 摄

“车水”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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