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9日中午， 暖阳落在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镇84岁
的赵同春爷爷身上，坐在轮椅
上的他咧着嘴笑着和青竹湖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宇
医生招手。

早几年前，赵爷爷因帕金
森综合征等致卧床不起 。
2016年8月，全科医生杨宇签
约赵爷爷家庭医生后，每月都
会上门为他检查护理，并邀请
专家为他制定了科学的饮食
方案和康复治疗方案。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
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可以打
电话， 从来都不会不耐烦，关

键时刻比子女还靠得住。”赵
老打趣说道，由于儿子工作繁
忙，一般两三个月才会回来一
次。签约家庭医生后，有事就
拨打联系卡上的电话，家庭医
生一呼即到。

杨宇介绍，为充分发挥家
庭医生作为居民健康“守门
人”的作用，开福区青竹湖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一名
党员一面旗”的服务模式，5人
成立一个团队，建立签约家庭
与全科医生及其团队之间长
期稳定、连续、可及的服务关
系，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健康
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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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点击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
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感受1 关键时刻家庭医生“胜”子女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 15 时，在“闲置拍卖”微
信竞价平台公开拍卖罚没合成
机油一批，详见拍卖资料。 有意
者请于 11 月 20 日 16 时前携有
效证件及保证金 1 万元办理竞
买手续，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
示。 网址：www.xianzhipai.com
微信公众号：xianzhipaimai
报名地址：岳麓区玉兰路 577 号
达美苑 13 栋 8033 室
联系电话： 黄先生 15308481456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阿育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6 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3396530138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慈
利县分公司遗失慈利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年 4月 1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821000013820；另遗失
慈利县地方地税局 2014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 430831097485
162；另遗失湖南省张家界市
慈利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 0974851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众恒信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税 号 430105329368548）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
码 143106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荷塘区畅伟发饰品商行遗失株
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荷塘分局
2016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202600
195536，声明作废。

◆邹小梅遗失湖南光琇医院有
限公司开具的湖南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医疗门诊）一
份，发票代码：143001713250，号
码：007467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摩天图文制作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0 年 6 月 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3600111682（1-1）；另遗
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局
2010 年 7 月 2 日核发的地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
432524197902084031， 另遗失
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6 月 2 日核发的国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
43252419790208403101；声明作废。◆刘琼遗失伍元通用定额发票

150 份， 发票代码 143001313127，
号码 14546001-145461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路畅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6 年 7 月 22 日核发的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附表，证
号 16180507063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昭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7 年 10 月 27日决议
解散公司，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流锋，电话：13707327008

遗失声明
湖南奥菲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0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5
80908831U，声明作废。

◆刘浩然（父亲：刘鑫，母亲：
黎佩）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479908，声明作废。

◆江翼（父亲:江纪发，母亲:余
小为）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5862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丰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5 年 2 月 3 日换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 2号，注册号： 430104
00007933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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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顺禹（父亲：夏彭辉，母亲：
蒋美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337432，声明作废。

◆张芳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编
号 432216010691，声明作废。

◆刘宇航（父亲:刘东旭，母亲:罗
彦）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4302475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婴爱母婴用品店遗失涟
源市工商局 2014年 11 月 3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
4313820000251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顺泰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姚汝坤，电话:13687327777

遗失声明
岳阳乐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
楼分局 2015 年 4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602
0000456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苗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5 年 1 月 23 日换发的注册
号 为 430102000090114 的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仁县利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安仁支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
642000140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易柳姣遗失冷水江市地税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湘地
税字 4325026910037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誉旺达建材有限公司
（代码：91430821576599060P）
遗失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傅佳翼（父亲:傅春雷，母亲:刘
梅枝）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069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品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钟世民，电话 15874058648

◆蒋可良遗失邵阳医专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证号：13803120
1506112049，声明作废。

◆信杰(父亲:信欢,母亲:张
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H4307900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宁县龙口矿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新宁县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28186
002628X,声明作废。

建全科医生培训体系,缓解家庭医生缺口

202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长沙

家住岳麓区银盆岭银泰
社区、才51岁的袁红武已经瘫
痪10年了，因所在社区卫生院
全科医生缺乏，需要上门服务
的他，在多年前机缘巧合认识
了岳麓区咸嘉湖卫生服务中
心全科医生肖华松，这一段医
患“友情”已经维持了6年。

11月8日上午11点， 在卫
生服务中心忙里忙外的肖华
松终于歇了一口气和记者聊
起做家庭医生这几年。

“袁大哥10年前因脊柱手
术造成瘫痪， 大约6年前找到
我， 这一晃6年就过去了。”肖
华松介绍，瘫痪病人每隔一段
时间都需要更换尿管、 翻身、
按摩等护理，还要定期检查身

体状况，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
他中午抽空或下午下班后利
用休息时间来完成的。

肖华松认为，每个家庭都
需要一个医生朋友，但这并不
代表他只是你的私人医生。
“签约家庭医生无疑可以缩小
诊疗服务圈，更好为基层居民
服务。但是家庭医生出诊计量
计费等细则还不够全面，社保
配套也未完善，更需要各方从
政策和感情上理解支持。”

深受其益的袁红武谈起
肖医生，言语之间都洋溢着感
激之情。“在他悉心照顾下，瘫
痪这五六年来，基本没生过褥
疮，也极大减轻了身体不便上
门求医的困难。”

感受2 全科医生抽空照顾瘫痪患者6年

全省签约覆盖面20.27%

作为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
一项民生工程，长沙市自2016年
开始在各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式服
务”。“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是
指居民群众以家庭为单位与社
区医生签订服务协议，按照协议
可享有在不便出门就医的情况
下预约家庭医生上门问诊，在约
定时段至签约医生处就诊，享受
优先就诊、优先转诊及报销优惠
等一系列便利就医的服务形式。

协议签订后， 除了享受医
生的上门服务外， 社区医院还
将免费建立家庭及个人健康档
案， 全程监护居民的身体健康
状况；提供免费挂号、检查等。

长沙签约人数192万

长沙市卫计委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全市家庭医生签约
人 数 达 192.04 万 ， 签 约 率
28.14%。其中，老幼、孕产妇以
及高血压、 糖尿病等重点人群
签约115.4万，重点人群签约覆
盖率达35.29%。 全省已建立家
庭医生团队12058个，家庭医生
签约覆盖面达到20.27%， 重点
人群覆盖面达到40.92%。今年，

长沙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将拥有
家庭医生， 重点人群签约服务
覆盖率达60%以上。

100%药品平价销售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须为
合约户提供免费送药服务，所
有药品实施平价销售， 实施
200种零差率药品销售， 注射
类药品、输液费、留观、床位费、
注射费、 材料费严格按照市级
医院药品价格实施8折优惠。

免费为合约户提供向上级
医院双向会诊，组织专家会诊，
并帮助联系转检、 转诊医院电
话预约门诊节约治疗费用、预
约床位等服务。

家庭签约医生缺口近六成

社区医生签约服务“叫好
又叫座”的同时，签约医生“缺
人”的问题随之出现。根据国际
惯例的服务标准， 一个家庭医
生对应服务2000个居民，以长
沙市当前的常住人口计算，家
庭医生的保底数应该在3500
人以上， 而截止到目前全市家
庭签约医生不到1500人，缺口
近六成。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佳玲

数读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到2020年，
各地要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
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 每个居民
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为了缓解家庭医生的缺口问
题， 长沙市正在着手建设一个包
括培训中心、临床基地、社区基地
在内的全科医生培训体系， 着力
加强全科医生培养， 通过全科医
生转岗培训、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
训、 全科医生巩固提高培训以及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等途径， 培养
更多合格的全科医生。

行动

建全科医生培训体系

长沙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长沙市将继续在签约家
庭医生方面做好服务和推广工
作。 将通过给予家庭医生团队一
定比例的医院专家号、预约挂号、
预留床位等方式， 方便签约居民
优先就诊和住院。 二级以上医院
的全科医学科或指定科室对接家
庭医生转诊服务， 要为转诊患者
建立绿色转诊通道。

另外， 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就诊、 病情较稳定的慢性病签
约居民， 在治疗用药上给予政策
倾斜， 实施一次可开具治疗性药
物1至2个月的长处方政策。

长沙将以老年人、孕产妇、儿
童等重点人群，残疾人、低保户、
计生特困家庭等弱势群体为服务
对象，以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
等慢性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疾病
为服务内容， 推行服务团队契约
式服务。预计到2020年，长沙将基
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
盖。同时通过完善医保报销政策，
引导患者首诊在基层，促进“双向
转诊，分级诊疗”，让城乡居民看
病更方便、更实惠。

憧憬

人人享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