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8日讯 新春佳节来临
之际，2月6日上午、7日下午， 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走访
慰问了宣传文化系统老专家、老文
艺家，向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蔡振红先后看望了省社科院
原副院长张萍，湖南日报社原副总
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
均，岳麓书社资深编辑、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钟叔河，原省新闻
出版局党组书记、 局长陈满之，省
美协原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黄铁山。

“老专家、 老文艺家是值得珍
视的宝贵财富，是湖南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的标杆。”蔡振红表示，湖南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要注重发挥宣
传文化系统老专家、老文艺家传帮
带作用，着力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
才。 ■记者 李国斌

本报2月8日讯 昨天上午， 全省
统战部长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出席并讲话。
她强调，要把握新时代新机遇，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深入实施“凝心聚力新时
代”行动，努力开创全省统一战线各领
域工作新局面，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黄兰香指出，扎实做好2018年
统战工作，要着力加强政治引导，把
增进政治共识贯穿于统战工作全过
程、体现到统一战线各领域，努力找
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着
力服务中心大局，深入实施“凝心聚
力新时代”行动，积极建言献策、投
身脱贫攻坚、助力创新开放；着力扩
大朋友圈，聚焦解决人心和力量，抓
住重点群体，用好社团组织，壮大共
同奋斗的力量。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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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8日讯 继去年
底“推行12条业务监管举
措”，近日，省医疗工伤生育
保险管理局又发布《关于开
展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业务监
管宣传警示教育活动的通
知》， 分别针对协议医疗机
构、 协议零售药店、 参保人
员、用人单位，明明白白列出
各自的数条“不准做法”，全
面开展常态化宣传和警示
教育。

《通知》明确协议医疗机
构“十不准”———不准以减免
自付费用等方式诱导参保患
者住院，不准虚假、冒名、挂
床、分解住院，不准虚开或重
复化验、检查、治疗，等等；明
确协议零售药店“九不准”
———不准利用社保卡、 医保
卡套现， 不准扩大个人账户
刷卡服务范围， 不准开展社

保卡、 医保卡变相促销和诱导
消费活动，等等。

那么， 如果触犯了这一条
条“不准”，将承担怎样的违法
违规责任呢？上述负责人介绍，
《通知》 对此也进行了明确。如
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的相关违
法责任，依据《湖南省基本医疗
保险监督管理办法》，骗取基金
的， 将责令退回并处 2�至 5�倍
罚款； 而协议医药机构如有相
关违法责任，可依据《湖南省基
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拒
付违规费用， 暂停 1�至 6�个月
服务协议，甚至解除协议，相关
责任人有执业资格的， 依法吊
销其执业资格，甚至判刑。

该位负责人强调，“不准”
即是“高压线”，必须要辨得清、
记得住，绝对禁靠近、不能碰。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巧君 杜智军

2月7日上午， 长沙市
第四医院内科住院大楼
内， 近400张床位全部住
满，身着制服、训练有素的
生活助理员在病床之间穿
梭，为患者提供生活服务，
整个病区安静整洁。

凡是有过家人生病住
院经历的， 都有“一人住
院， 全家受累” 的切身感
受———全家人白天护、晚
上陪， 还得有人一日三餐
送，真可谓全家总动员。有
没有一种方法， 将患者的
医疗、 生活护理都交由医
院，让家属得到解放？

2010年， 长沙市第四
医院成为湖南第一家敢于
“吃螃蟹”的医院，作为目
前省内唯一一家无陪护医
院，该院推行无陪护病房
8年时间，得到患者和家属
的一致点赞。

“我的工作是陪同老
人进行身体检查， 为住院
的老人翻身、喂饭、剪指甲
等， 让老人每天身上干干
净净的，给他们一些温暖，
我觉得工作很有意义。”生

活助理员郭湘平说。
正在住院的70岁严正非

来自长沙莲花镇敬老院，曾中
风的他生活不能自理，由于有
偏瘫后遗症，他每年都需要住
院治疗，住院期间的生活起居
由生活助理员照料。

长沙市四医院护理部主
任王艳娟介绍，“严大爷每年
都要来科里住院，我们很熟悉
了。以前，病人住院大多自己
请陪护人员， 经济负担重，且
许多私陪人员没有经过正规
培训，存在安全隐患。医院推
出无陪护服务，解决了家属的
后顾之忧，减轻了家属负担。”

“这些生活助理员3班倒，
24小时为老人提供服务。对这
项贴心服务，我真心点赞！”一
名老年患者的家属说。

长沙市第四医院与第三
方公司开展合作，由公司和医
院共同培训一批生活助理员，
实行医护助一体化的排班模
式，根据病人病情，医院推出
每床每日40元、20元、15元、8
元共4个护理等级， 较大程度
上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记者 张洋银

本报2月8日讯 2月8日上
午， 我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专题部署湘江和洞庭湖治理
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强调，保护治理
好湘江“母亲河”、洞庭湖“母亲
湖”，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是
老百姓最为认可的政绩。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端正
发展观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树立正确政绩观，保持定力、持
之以恒抓好湘江和洞庭湖治
理，确保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
个“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
确保到2020年洞庭湖水质达
到Ⅲ类标准，以实际行动推动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湖南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出席并讲话。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陈向群主持会议， 省领导胡
衡华、谢建辉、隋忠诚、陈文
浩、 易鹏飞在主会场或分会
场出席。

我们童年时看到的湖区
面貌，就是要努力的目标

杜家毫充分肯定近年来
湘江和洞庭湖保护治理工作
取得的明显成效。 他强调，要
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当前湘江
保护和治理中还存在的支流
水质不达标、环境安全隐患较
多、饮用水水源保护堪忧等问
题和矛盾，精准施策、精准发
力，通过一个个问题的解决带
动目标如期实现。

“我们童年时看到的湖
区自然面貌， 就是现在洞庭
湖治理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杜家毫指出， 要科学分析研
究江湖关系变化及演变趋
势， 继续做好防汛和水资源
的调节利用； 要巩固洞庭湖
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

动成果，扎实推进洞庭湖生态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确保到
2020年实现Ⅲ类水质标准;要
推进湿地生态修复，严格执行休
渔期禁捕，切实加强湿地和渔业
资源保护；要进一步厘清事权和
责任， 坚定不移治理非法采砂；
要在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大
力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和新兴工
业， 加快推动湖区产业转型升
级；要高度重视与洞庭湖密切相
关的水系治理和堤垸建设，推进
湖区美丽乡村建设；要在有力有
序推进洞庭湖治理的同时，着力
推动社会民生改善，真正把好事
办好，让群众满意。

杜家毫强调，抓好湘江和洞
庭湖治理，必须压紧压实各级各
部门责任，充分调动村、镇、县、
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营造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全程
共治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共同治
理的强大合力。

确保一江一湖清水长流

许达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
想，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后
代负责的态度抓好湘江和洞庭湖
治理，确保一江一湖清水长流，打
造湖南绿水青山的亮丽名片。要
坚持久久为功、标本兼治，狠抓农
业面源、城乡生活污水和垃圾、工
业、船舶码头等方面的污染治理，
狠抓重点区域污染综合整治，狠
抓尾矿库、水源地、农村饮水、排
污口等污染风险防控， 狠抓产业
转型、生态修复，增强抵御洪涝等
自然灾害能力， 扎实打好湘江和
洞庭湖治理攻坚战。 要强化协调
配合，加大资金投入，构建长效机
制，妥善解决关停退转后续问题，
坚决按时按质完成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任务，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提供有力的生态保障。

■记者 贺佳

杜家毫在省湘江治理和洞庭湖治理工作会议上强调

治理好“母亲河”“母亲湖”是最大政绩

无陪护病房
让病人享受家的温暖

不准以免费诱导参保患者住院
湖南医保监管再“加码”

进一步发挥好老专家
老文艺家重要作用

着力扩大朋友圈
聚焦解决人心和力量

本报2月8日讯 昨日，
经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和省政府批准， 盛正发等
100人被选拔为2017年度享
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
员，每人将获得一次性特殊
津贴人民币10000元， 免征
个人所得税，并获得湖南省
政府颁发的特殊津贴证书。

省人社厅通知指出，省政
府特殊津贴工作是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强高层
次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
举措，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支
持专家们在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王智芳通讯员叶飞艳

100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2月8日上午，长沙县人力资源市场，求职者在应聘。当天，长沙经开区人才交流中心、长沙县就业服务中心联
合举办“名企揽才”年终招聘会，蓝思科技、山河智能等56家企业提供了约3500个就业岗位。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