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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5 月
23 日至 25 日，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
协会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并举办
首届湖湘健康服务科技发展论坛。

中南大学原副校长、 湖南省
健康服务业协会理事长李桂源介
绍 ， 协会是为会员服务 、 咨询 、
沟通、 监督、 公证、 自律、 协调
的社会组织， 协会成立后， 将充
分发挥服务职能， 倾力打造湖南

省健康服务产业服务平台， 在政
府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
社会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会上还举行了湖南省健康服
务业协会投融资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 长沙银行、 湖南金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长沙仲裁委员会均
与湖南省健康服务业签订了合作
协议。 据了解， 此次长沙银行为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授信人民币 20

亿元， 为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
会员推动湖南健康产业发展提供
有力的金融扶助。

据专家预测， 湖南发展健康
服务产业， 将可直接提供就业岗
位 10 万-15 万个， 每年创造产值
超 1000 亿元， 健康服务产业产值
将从目前占 GDP 的 3%提高到 5%
以上， 将成为湖南省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本报讯 （通讯员 康红梅） 笔者
5月 27日从长沙市第一医院了解到，
2011-2013年公务员、 办公族来该院
体检人数共 15745 人， 高发疾病主
要有脂肪肝 5348 人， 占体检总人数
33.9%； 高脂血症 3335 人， 占体检
总人数 21.2%； 高血压病 3316 人，
占体检总人数 21.2%； 2 型糖尿病
885人， 占体检总人数 5.6%。

该院体检中心主任分析认为，
导致公务员、 办公族易发上述疾病
的原因是过度紧张或压力过大， 不
良精神、 心理因素刺激， 不良生活
方式和习惯， 不良的环境影响。

专家提醒， 办公族们首先要合理
安排， 劳逸结合。 紧张的工作、 生活
节奏会造成体力和脑力的疲劳状态。
过劳会损害身体健康， 是健康的 “透
支”， 长期下去必引发疾病。 同时，
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提高心理素质
是抵御疾病的有力武器。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芳） 日
前， 长沙市第四医院普外科成
功完成一例复杂胰头癌切除手
术。 患者近日痊愈出院。

56 岁的患者张女士因 “腹
胀、 黄疸、 高热半月不退， 且
多饮消瘦” 转入该院普外科就
诊。 经检查诊断为胰头肿瘤侵
犯包绕门静脉， 导致门静脉狭
窄， 且与肠系膜上静脉紧密粘
连等。 此类胰头肿瘤手术难度
大、 风险高， 系普外科高难度
手术之一。

该院副院长兼普外科主任
胡国潢教授亲自主刀为患者实
施 “全麻下行剖腹探查+胰十二
指肠切除术”。 术中发现， 此手

术比术前评估的更要困难， 患
者肿瘤包绕侵犯门静脉肠系膜
上静脉长约 5 厘米， 胡国潢仔
细游离并骨骼化肝动脉、 肠系
膜上动脉， 将肿块与门静脉仔
细分离， 切除包括肿瘤在内的
胰头、 远端胃、 胆囊、 胆总管
下段、 十二指肠、 空肠上段一
并完整切除， 清扫淋巴结。 手
术历时 11 个小时获得成功。 术
后给予早期肠内营养等一系列
治疗措施， 患者术后 3 天即能
下床活动 ， 术后 11 天痊愈出
院。

据悉， 近年来， 该院普外
科已为 10 多例此类患者成功实
施胰头癌切除手术。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国华 李敏
艳） 5 月 21 日， 台湾放射肿瘤医
学会理事长任益民教授， 正式受
聘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副
院长兼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 。
在交流会的专题讲座中， 任益民
介绍了台湾地区提高癌症诊疗品
质的各种措施、 放射治疗安全与
品质监控的一些经验等。

任益民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聘期内， 将大力推广肿瘤放疗治疗
的新理念， 倡导重视放疗学术研究
的新风尚， 培养放疗高端人才， 拓展
医疗质量建设内涵， 进一步提高该院
的肿瘤诊疗水平和区域影响力， 全面
打造湘粤赣省际区域肿瘤防治中心。

��������5月 24日， 湖南省卫生厅培训中心主任李世奇一行 7人带着该中
心全体干部职工的爱心和温暖， 前往省卫生厅驻白竹村建设扶贫点开
展“心系贫困山区”、 “六一” 助学慰问活动， 为 137名学生发放了价
值近 4万元的爱心书包和文具， 添置 10套餐桌椅， 并为 7名老师发放
了慰问金。 通讯员 李奇陈永承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石
琳） 记者 5 月 26 日从长沙市卫生
监督部门了解到， 该市日前组织开
展的为期 45 天的打击非法行医专
项整治行动已圆满结束。 截至 5 月
21 日， 该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3430
人次、 执法车辆 863 台次， 对全市
4980 家医疗机构中的 1078 家进行
了监督检查， 查处了 20 家使用非
卫生技术人员的医疗机构， 取缔了
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
自开展诊疗活动的 “黑诊所 ” 61
家， 查处非医师行医 33 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 许红亮 徐明） 5 月
14 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顺利通过湖南省
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的工作评审验收， 成
为永州市首批 “湖南省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

该县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发
展， 将中医药工作纳入该县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 自 2011 年起， 每年财政中医
药经费投入占全县卫生总投入的比例达
到 10%以上， 且高于卫生投入的增长比
例， 今年又增拨专项经费 100 万元； 将医
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项目全部纳入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管理， 并提高补偿比例 ;全
县各医疗单位均设置了独立的中医药综
合服务区域和配备了中医设备、 中药饮片
及中成药； 推广和运用中医适宜技术为当
地山区瑶族同胞治疗各种慢性病、 多发
病， 并取得实效。

������本报讯 （ 杨芝娟） 5 月 23 日起， 郴
州市卫生局组织开展 “三进三送” 医疗服
务活动， 为老百姓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

“三进” 即进社区、 进单位 （企业 、
机关）、 进家庭， “三送” 即免费为群众
送医疗、 送知识、 送健康。 活动将持续至
今年 12 月， 该市中心城区 9 家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将挑选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的业
务骨干参与服务医疗队， 分 27 场次深入
开展免费医疗服务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赵俊） 5 月 21 日，
衡阳市卫生局召开全市精神卫生工作暨为
民办实事项目工作会议， 全面部署重性
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工作。

衡阳市卫生局副局长陈兰林在会上
指出，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和精
神卫生服务机构改扩建纳入了湖南省
2014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其中该
市的任务为救治救助贫困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 351 人， 改扩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
1 家。 各县市区卫生局作为项目牵头单
位， 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因地
制宜， 全面推进救治救助工作。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启航

“爱心书包”暖童心

������易患中老年病的人
会思考：中老年疾病是
怎么发生的？为何有的
人不得病，而我却百病
缠身？

为促进“全国中老
年疾病康复工程”的深
度推广，普及科学防治
知识，权威机构出版的最新健康书籍
《天蚕与前列腺》， 面向我市免费发
放。 该书重点揭秘中老疾病的致病根
源，还详细列举了各种常见疾病临床
表现及防治新方法，目前已有数十万
患者朋友，通过阅读此书获得了自己
想要的答案。

读过该书的北
京读者评价说：真是
一本中老年治病百
科全书，有了它许多
疾病，自己照着书中
的方法就能防治，很
多以前不知道防治
疾病的方法，都能在

该书中找到。

本次赠阅活动纯属公益性质，不收
取任何费用，请拨打 400-857-1188 领
取。 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领书电话：400-857-1188

献给中老年人的健康秘籍 -馈赠 500本

每日前 20名来电加赠著名畅销杂志《金秋人生》

ISBN:978-7-5152-0220-4

������本报讯 （通讯员蒋明宏唐建军） 5 月
27 日， 永州市新农合结算中心正式启动市
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工作， 这
是永州市卫生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以来， 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又一举措。

实行市级新农合即时结报， 是新医改
政策的明确要求， 永州新农合为方便百姓
看病住院， 率先在全省成立市级新农合结
算中心； 率先在全省启动市级新农合即时
结报工作。 随着市级新农合即时结报工作
的实施， 全市各地参合农民在市级新农合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的新农合补偿费用
实行出院结算时" 一站式" 即时结报， 不
需再为新农合报账而来回折腾， 且参合患
者只需缴纳个人自负的医疗费用， 大大减
轻了参合患者过去要全额支付医疗费用的
压力和麻烦， 深受广大参合农民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