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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6日讯 随着中
小学生暑假的到来，每年7月到
8月堪称铁路、民航运输旺季。7
月14日晚，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消息称，同意恢复跨省（区、市）
团队旅游。 当暑运遇上跨省团
队游恢复，商务、旅游、学生假
期等出行需求相互叠加。 三湘
都市报记者从长沙机场及长沙
南站获悉，进入7月以来，长沙
机场及长沙南站客流量均有明
显增长。

在湘各航司
新增多条航线、加密航班

16日上午， 记者从长沙机
场获悉，7月11日-7月15日，长
沙机场连续5天旅客吞吐量达
到6万人次，标志着长沙机场暑
运正式拉开帷幕。

为了更好地满足暑期客运
需求，近期，厦门航空、四川航
空、 吉祥航空等航空公司新增

长沙直飞满洲里、九寨、海拉尔、
等地的多条航线。南方航空、国际
航空、 厦门航空等公司加密长沙
至北京首都、北京大兴、成都、三
亚等航线的航班密度。

据南航湖南分公司透露，今
年暑运期间， 南航将再次大幅增
投张家界市场运力，7月15日起新
增2班张家界-广州往返航班，加
密到每天4班往返。厦门航空湖南
分公司也表示， 目前厦航在湖南
地区的航线恢复比例已达97%，
正计划加密湖南地区与部分热门
旅游城市之间航班密度。

多个高铁站
推出出行定制化方案

据长沙南站统计，7月9日至7
月15日， 长沙南站全站发送旅客
121.3万人，日均17.3万人，环比上
周增加15万人，增幅14.1%。

长沙南站工作人员表示，本
周客流逐渐恢复且增长的主要原

因为高考结束， 暑期出行人数增
加。其中，客流增幅较大的车站为
邵阳北、娄底南、新化南站，增幅
均在25%以上， 目前客流主要以
省内短途探亲为主。

同时， 为了助力湖南旅游业
复工复产，长沙南站推出“广铁U
彩”高铁出行定制化服务，主要包
括个性化票务预订、 定制专用验
证安检通道、 站台接送、 餐食预
订、 其他个性化定制等九大类服
务。目前，我省沪昆高铁和京广高
铁沿线的长沙南、 岳阳东、 株洲
西、衡阳东等18个高铁站，均可提
供“广铁U彩”定制会员服务。

今年6月，东方航空率先推出
“周末随心飞”产品。随后，海航集
团则借力海南自贸港的地域优
势，以2699元的价格发售“海航随
心飞欢聚自贸港”第一批产品。

支付宝也于7月15日推出了
火车“任你行”（或称“随心乘”）产
品。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吴冬 张韬

本报7月16日讯 近日， 湖南
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
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联合
下发《关于确定2020年度全省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月缴费基准值的通知》，明确2020
年度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和生
育保险月缴费基准值为5054元，
个人月缴费的封顶值为15162元。

据悉，如按政策正常调整，个
人月缴费的保底值则为3032元。
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减轻企业
和低收入参保人员的缴费负担，
我省对2020年度个人月缴费的
保底值未进行调整，仍执行2019
年的保底值2859元。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孟凡佳
通讯员 黄浔 邓圣明

《方案》的制定实施，将着力
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方案》明确，到2020年10
月底，全省建制乡镇卫生院2名全
科医生全覆盖， 并加大全科医生
保障力度。

对取得《全科专业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和《助理全
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应
纳入基层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
范围，经同级机构编制、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研究同意后报上一
级机构编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核准，可以直接考核聘用。

定向医学生毕业后， 由与其
签订《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
培养定向就业协议书》 的县市区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规定履行编
制使用核准程序后， 在核定的编
制限额内， 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安排到乡镇卫生院工作，
确保有编有岗，专编专用。

《方案》 要求落实好全科医
生津贴，对在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的全科医
生， 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0元的
标准发放。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合格、 取得中级职称后在贫困
县农村基层连续工作满10年的，
可经职称评审委员会考核认定，
直接取得副高级职称， 取得的副
高级职称限定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聘任。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望城支行
简称：兴业银行长沙望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4301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8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 07月 09日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
道郭亮路 275号
发证日期：2020年 7月 10日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10月底，建制乡镇卫生院2名全科医生全覆盖 推行“县治、乡管、村访”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

方便群众就近就医，湖南准备这么做

我省2020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保
和生育保险月缴费基准值为5054元

相关新闻

“人才尴尬”今后在湖南省基层医疗机构，或将得到化
解。“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提升基层卫生服务水平” 已纳入
2020年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7月16日, 三湘都市报
记者获悉，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等部门已制定《做好“方便群众就近就医提升基
层卫生服务水平”重点民生实事实施方案》，并就该工作出
台了具体的计划安排。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孟凡佳

《方案》提出，加强村卫生室
运行管理，推行“县治、乡管、村
访”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提高慢
性病健康管理质量。 加强乡村医
生动态管理, 对临时性乡镇卫生
院“派驻”服务的村卫生室和新出
现的“空白村” 及时安排乡村医
生,补齐村级卫生健康服务短板。

在提升村卫生室服务能力
上， 指导乡村医生积极开展居民
健康管理服务, 协助做好重点人

群(0-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
和重点疾病患者 (高血压、 糖尿
病、肺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疾病
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同时， 积极推动乡村医生加
入全科医生团队, 协助做好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充分借助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平台和APP
等,向签约居民提供预约、咨询、
健康管理、检验结果查询、在线支
付等服务。

《方案》要求，落实乡村医生
的保障， 各地要积极推进乡村一
体化管理， 加强乡村医生和村卫
生室人员、业务、药械、财务和绩
效考核等管理。

巩固基层卫生服务网底，落
实行政村卫生室 6000元/年运行
经费的财政补助政策。 村卫生室
运行经费由省和县（市区）财政各
承担50%（湘西自治州所需经费由

省财政全额负担）。
《方案》还指出，实施紧密型乡

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并与乡镇
卫生院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乡村
医生，按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其余的乡村医生可以
按参保条件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缴费档次需在2000元/年以上。

加大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保障力度

保障乡村医生收入，落实村卫生室补助

推行“县治、乡管、村访”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

跨省团队游恢复，湖南暑运迎来高峰
刺激消费需求：机票“随心飞”、高铁出行有定制化服务

图片·新闻

7月16日， 由湖南
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大王山
游客集散中心及停车场
建设PPP项目正式开
工。 该项目总投资约
25.5亿元，建成投用后，
将可提供8445个停车
位， 游客可在大王山旅
游度假区实现公交、旅
游巴士、 地铁等公共交
通便捷换乘。 图为大王
山社会停车场效果图。

记者 陈月红

去大王山游玩
将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