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推广新型墙材，逐步淘汰粘土制品

延伸

首家“绿房子”是由
法国精神分析家弗朗索
瓦兹·多尔多于1979年
在巴黎第十五区创立
的。如今“绿房子”理念
遍及世界各地，2014年
11月，“绿房子” 远渡重
洋来到中国， 首次正式
落户中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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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4日讯 重点
推行按病种付费， 开展按疾
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
完善按人头付费、 按床日付
费……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
了解到， 我省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方式面临重大变革，
2017年起， 在全省推行不少
于100个病种实施按病种付
费，到2020年，医疗保险支付
方式改革覆盖所有医疗机构
及医疗服务。

医保支付方式多元复合式

为更好地保障参保人员
权益，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日前，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
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实施意
见》(简称《意见》)，明确将进
一步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
理， 全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
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
付方式。

其中， 对住院医疗服务，
主要按病种、按疾病诊断相关
分组付费，长期、慢性病住院
医疗服务可按床日付费;对基
层医疗服务， 可按人头付费，
积极探索按人头付费与慢性
病管理相结合;对不宜打包付

费的复杂病例和门诊费用，可按
项目付费。

超百个病种按病种付费

2017年起， 在全省推行不
少于100个病种实施按病种付
费，总结和推广病种分值付费，
选择部分地区开展按疾病诊断
相关分组付费试点， 开展按人
头付费、 按床日付费等多种付
费方式改革。到2020年，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覆盖所有医疗机构
及医疗服务， 逐步建立起与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相适应、
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多元复合式
医保支付制度。

《意见》 还明确了与多元
复合式医保支付制度相配套
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医保基
金预算管理、建立健全医保经
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协商机
制、 完善医保支付政策措施、
协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相关
改革等。

《意见》要求，人社部门要
牵头做好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
式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 积极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和配套措施。2018年3月
前， 各市州要制定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实施方案。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本报12月14日讯 “‘绿
房子’是一个关注0-4岁儿童
心理健康的休闲场所。”今
天， 记者从雨花区卫计局了
解到，“绿房子” 落户雨花亭
街道香南郡社区， 这也是长
沙首家公益“绿房子”。

今天上午，记者在“绿房
子”儿童家长接待中心看到，
面积60平方米左右， 房间虽
小但摆设齐全，设有软垫，沙
发、玩具和小型游乐设施。幼
儿可在这个空间里嬉戏、交
友， 家长们聚在一起讨论儿
童成长的有关问题， 心理学
家会从旁予以指导。

“每周二、四、六的上午，
都有专业心理老师接待这些
婴幼儿亲子家庭。”雨花区寸
草心社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罗晓丹告诉记者， 家长带孩
子来“绿房子”，老师对父母
的称呼都是某某爸爸或某某
妈妈， 有助于提升孩子的主
体意识。 与孩子的沟通交流
也不局限于语言， 还包括肢
体、表情等，通过陪伴、观察、
游戏等方式， 增强孩子的学
习探索能力和社交能力，预
防心理健康问题。“每天会接

待十几组亲子家庭， 我们会
象征性地收取一元钱。”

罗晓丹说， 很多孩子在
幼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无法
与同龄孩子进行沟通， 学习
上不能参与一些创造性活
动， 以及更严重的心理层面
的问题等， 都有可能与他们
早期所受到的创伤如分离焦
虑等密切相关。“绿房子”就
是致力于帮助孩子和家长柔
软面对分离， 孩子进行自我
整合，形成良好的亲密关系，
从而影响其一生。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文美

上百个病种可按病种付费
我省医保支付方式有重大变革 将全面推行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

长沙首家公益“绿房子”落户雨花
幼儿园分离焦虑？别急，“绿房子”帮您陪孩子

12月14日，食品安全主题漫画宣传墙在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浏阳河社区绘制完成，对外展示。宣传墙长约
150米，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表现食品乱象、新食品安全法出台、重拳打击食品犯罪等内容，贴近生活，引人
思考。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解荣 摄

本报 12月 14日讯 近
日， 长沙市住建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型墙材推广应
用的通知， 以逐步淘汰和取
代粘土制品， 实现2020年年
末长沙市建设工程正负零以
上新型墙材应用比例达95%
的工作目标。

通知规定， 为进一步巩
固“城市限粘、县城禁实”工
作成果、 防止粘土制品应用

反弹， 长沙市将进一步加强
新型墙材的推广， 并形成设
计审查—施工监管—竣工验
收的闭合监督管理制度。长
沙市节能新墙办也将简化程
序，力争在2018年建成“互联
网+新型墙材应用” 信息系
统， 主要用来采集全市新型
墙材生产、应用情况，分析应
用需求与发展趋势等。

■记者 叶子君

11月全省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近七成

本报12月14日讯 日前有市民
反映，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在供水方
面设置霸王条款， 欠水费的用户必
须在预充值水费后， 拨打96533热
线申请开通用水， 而且是在拨打热
线后的24小时给开通。 以前都是先
消费后缴费， 为何现在就改成了先
预存水费了？

记者就市民反映的问题联系了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 针对居民的一
些不理解，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水
也属于商品，需要购买使用。在进行
水表改造后开通时， 居民都签了合
同。根据供水公司规定，开通用水须
通过96533热线申请， 工作人员会
在24小时内为其开通用水。

目前还有一部分老旧小区没进
行水表改造， 这部分用户实行的还
是先使用后缴费的方式用水， 而进
行了水表改造的小区， 居民家安装
的都是智能水表， 实行先缴费后用
水，一旦欠水费，水表会自动关闸。
尚未进行水表改造的老小区目前正
按计划进行改造， 改造后全部会安
装这种先缴费后用水的智能水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本报 12月 14日讯 今
天， 湖南省环保厅通报11月
全省环境质量状况： 全省14
个市州政府所在城市环境空
气 平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69.7%，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
的是吉首、张家界、郴州，排
名后一、二、三位的是湘潭、
长沙、常德。全省地表水水质
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价断
面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
319个，占92.4%。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11

月全省14个市州政府所在城市
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9.7%，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3.9%。全省细颗粒物（PM2.5）、
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
度同比上升， 其中，PM2.5仅张
家界下降， 其余13个市州都上
升；PM10无同比下降的城市。

水环境质量方面， 全省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局部有所下
降。 全省29个饮用水源地监测
断面中，28个水源地水质达标，
达标率96.6%。 ■记者 和婷婷

什么是“绿房子”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今天
获悉，12月18日22:00至12月19日
7:00，雨花区湘府东路（万家丽路-
圭塘路）北侧沿线地区、湘府路万家
丽路口周边500米范围内将停水，其
中重点影响区域为美洲故事小区、
托斯卡纳小区、水岸天际小区等，临
近区域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户做
好储水准备。 ■记者 陈月红

小区水表改造后
居民都需先交费后用水

连线

湘府东路北侧将停水

本报12月14日讯 明年
去重庆将更方便了。 广铁将
于28日调整旅客列车运行
图，增开旅客列车33.5对，其
中高铁28.5对， 主要开往成
渝方向。其中，长沙将新增开
往成都、重庆的高铁各一对。

此次全国铁路 28日调
图， 主要涵盖和涉及到近期
新开通的铁路线路、 新投放
的铁路运输装备， 其中包括
明年1月开通的重庆至贵阳
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简称渝
贵铁路）。 渝贵铁路开通后，
成都、 重庆将大量开行去往
贵阳、长沙等方向的动车组。

记者查询获悉， 目前长
沙往成渝方向的高铁， 需先
走京广高铁至武汉后， 再转
沪汉蓉快速铁路至重庆、成

都，耗时长、车次少。其中，长沙
至重庆高铁车次仅有3趟，最快
车程8小时23分。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及渝
贵铁路开通后， 长沙往成渝方
向的高铁先走沪昆高铁至贵阳
后， 再转渝贵铁路至重庆、成
都。 预计长沙至重庆的最快高
铁车程将缩至5小时左右，至成
都的车程缩至6.5小时左右。

据长沙南站透露， 渝贵高
铁开通后，长沙南计划新增3趟
始发开往成渝方向的高铁车
次，届时湖南旅客前往重庆、成
都旅行将更加方便。

此外，在高峰线开行方面，
湖南地区新增高峰线长沙南至
永州G9641/2次1对。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戴昊君 胡湘江

渝贵铁路明年1月开通
长沙乘高铁去重庆，最快约5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