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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袁桂湘） 3 月 26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城市医生下基层服务
活动启动仪式在吉首市团结广场举行。 仪式
结束后， 第一批 59 名派驻医师立即启程， 前
往各受援单位开展为期半年的对口支援工作。

此次派驻的 59 名医师分别来自该州人民
医院、 州民族中医院、 州肿瘤医院、 州精神
病医院和州荣复医院， 受援卫生机构包括全
州 43 家乡镇中心卫生院和部分县级医院。 据
了解， 此次对口支援的主要任务是， 根据各
医疗卫生机构实际情况， 支援医院给受援医
院每年安排 2 到 3 人的技术团队， 通过建设、
培训、 支援等方式， 重点加强其全科医学、
内儿科、 外科、 妇产科等临床科室建设， 同
时有针对性地为受援乡镇中心卫生院免费培
训骨干医师。

������本报讯 （刘双） 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发放标准每人每月将分别提
高到 55 元， 有条件的市州和县
市区可以在此基础上提高补助
标准。 近日， 湖南省民政厅、 省
财政厅、 省残疾人联合会制定了
《湖南省 2018 年残疾人两项补贴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

在 《2018 年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任务分解表》 中， 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这一项上， 除长沙市
不低于每人每月 80 元， 其余 13
个市州均是不低于每人每月 55
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一
项， 长沙市不低于每人每月 120
元， 湘潭市不低于每人每月 60
元， 其余市州均是不低于每人每

月 55 元。 同时， 残疾人两项补
贴按月发放， 发放时间为每月
10 日前； 特殊情况下， 可以按
季度发放， 发放时间为每季度第
一个月的 10 日前。 残疾人两项
补贴采取社会化形式发放， 由财
政部门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名
单， 通过惠民补贴 “一卡通” 拨
入残疾人账户。

据了解，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对象是， 具有湖南省户籍， 持
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 家庭或本人为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的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对象是， 具有湖南省户
籍、 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 且残疾等级为一、
二级的残疾人， 有条件的市州和

县市区可扩大到非重度智力、 精
神残疾人或其他残疾人。 其中，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可同时申领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 既符合残疾人两项
补贴条件， 又符合老年、 因公致
残、 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 （津
贴）、 护理补贴 （津贴） 条件的
残疾人， 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
活补贴 （津贴）、 护理补贴 （津
贴）。 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
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 纳入
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享
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3 月
23 日， 湖南省综合性医生集
团———湘医医生集团在长沙举
行成立仪式， 集团与湖南省放
射学会、 超声学会、 骨科学会、
泌尿学会、 内科学会、 肿瘤学
会、 乳甲学会、 介入学会、 胸
内学会、 神外学会等 200 余名
知名专家达成合作意向， 共同
构建起湖南省第一个新型医疗
资源平台。

据悉， 湘医集团旗下有五
大专科医生集团： “湘医影像
医生集团”、 “湘医介入医生集
团”、 “湘医骨科医生集团”、
“湘医外科医生集团”、 “湘医
泌外医生集团”、 “湘医肿瘤医
生集团”； 五大特色专业服务：
“湘医国际事业部”、 “湘医教
育培训部”、 “湘医会展服务
部 ” 、 “湘医名医门诊部 ” 、
“湘医影像中心”， 形成一个多
学科、 一贯性的医疗服务体系。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贯彻
分级诊疗政策 ， 让人民群众
“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到湖南省
顶级的医疗服务， 有效缓解看
病难及降低就医成本。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3 月
24 日 ， 湖南省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专科联盟成立， 该联盟由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湘雅二医
院、 湘雅三医院和湖南省人民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共同牵
头， 由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各
省部级、 市县级医院的 300 家
医疗机构共同组建。 该专科联
盟的成立将助力基层医院， 让
百姓在当地医院也能享受到省
会大医院般同质化诊疗服务。

据悉， 我国耳鼻喉头颈外
科所涉及的疾病发病率高， 患

者数量庞大。 而目前， 全国耳
鼻咽喉科医师仅 2.1 万余名 ，
且分布极其不均衡， 基层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医生严重缺乏，
技术水平差异较大， 基层患者
看病纷纷挤往上级三甲医院，
就诊极为不便。

湖南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专科联盟的成立， 旨在加强基
层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临
床服务能力培训和规范化建
设， 提升全省耳鼻咽喉技术水
平和服务能力， 促进同质化医
疗和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华 邱
婷） 3 月 25 日 ， 中华医学会
“全国县级医院人才培养计划”
泌 尿 外 科 腹 腔 镜 培 训 班 暨
2018 年湘南泌尿外科微创高
峰论坛在桂阳举行 。 桂阳县
第一人民医院被中华医学会
授予湖南省内第一家 “全国
县级医院人才培养计划 ” 泌
尿外科腹腔镜培训基地 。 来
自衡阳 、 永州 、 郴州知名泌
尿外科专家和桂阳县乡镇卫

生院的 150 余名医务人员参加
会议， 共享学术盛宴。

据悉， 中华医学会 “县级
医院人才培养计划” 公益项目
旨在规范落实 “分级诊疗” 体
系， 培养基层医院骨干， 提升
县级医院医疗技术水平， 推动
县级医院医疗技术人才培养和
技术发展。 学术会上， 通过专
题讲座 、 手术演示 、 病例讨
论、 模拟训练等形式开展学术
交流， 参会人员受益匪浅。

���������3月 21日， 在衡阳市祁东县连
墟乡“幸福院” 老年公寓， 该县第六
人民医院院长黄海平、 党支部书记彭
仙保率领 22名党员、 青年志愿者、 医
务工作者来到这里开展“奉献他人、
健康你我” 关爱留守老人志愿者服务
活动。 28位留守老人感激称赞： “孩
子在外地打工放心不少， 你们真是家
乡的活雷锋！” 图为服务现场一角。

通讯员何晓晓邓灵芝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彦桥） 3 月 19 日，
永州市道县卫计委将 《道县卫生计生系统行
风建设工作 （2018-2020） 实施方案》 全部
下发至辖区各医疗卫生机构， 继续加强卫生
计生系统行风建设。

近年来， 道县狠抓医德医风建设， 将医
德医风连同医疗、 医药、 医保改革有机联
合， 督促各医疗卫生机构成立了医德医风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还组
建了医德医风督查组， 对辖区所有医疗卫生
机构实行 “一月一督查， 一查一通报”， 对
督查中发现好的方面进行宣传表彰， 对推动
医德医风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
评并限期整改。 2017 年道县严格实行基本
药物制度， 未发现网外采购与商业贿赂现
象， 退还红包 39 人次， 金额达 22600 元。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佳 严素） 近日， 国
家审计署长沙特派办对岳阳市中心城区市一
人民医院等 5 家市直医疗机构的医疗废水排
放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 岳阳市卫计综合监
督执法局对该 5 家医疗机构开展了一轮医疗
污水专项监督检查。

此次专项监督检查的重点是各医疗机构
污水排放处理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运转是否
正常、 从业人员是否开展健康体检、 是否经
过培训、 是否有监测记录、 个人防护情况及
现场采样操作等内容。

������本报讯 （通讯员 欧爱琼） 日前， 张家界
市永定区教字垭镇禹溪村李某因身体不适来到
教字垭镇中心卫生院， 医生热情地为他做了身
体检查， 并根据需要开展了心电图远程诊断，
得到了省级教授的远程技术指导， 及时为李某
诊断出准确病情。 李某不由得感慨： “到乡里
就可以让省里专家看病， 太好了！”

近年来， 永定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紧密
型医联体建设， 全区所有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均
与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医院签订了双向转诊协
议， 开通转诊绿色通道； 有 9家比较偏远的基
层医疗机构与湖南金圣达空中医院开展了远程
心电图诊断合作， 实现心电图诊断 5分钟之内
由省级专家出具诊断报告便于及时诊断、 及时
治疗。 据统计， 2017 年， 永定区双向转诊和
远程心电图诊断达 8万人次。

湖南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
最低为每人每月 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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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余名专家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