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元
知 罗丹） 新年前夕， 41 岁
的早期乳腺癌患者陈女士
在湘潭市妇幼保健院的悉
心治疗下， 身体逐步康复。

原来 ， 陈女士家住湘
潭市岳塘区 ， 家庭贫困 。
2018 年 5 月中旬， 湘潭市
开展防 “两癌” （乳腺癌
和宫颈癌） 免费筛查， 陈
女士到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检查， 发现她罹患早期乳
腺癌 。 该院医生告诉她 ，
湘 潭市 有 针 对 贫 困 家 庭
“两癌” 患者医疗救助机制，
并根据陈女士的年龄及身
体情况， 为她制定了治疗
方案。 由于早发现早治疗，
仅仅半年时间， 术后的陈
女士身体已逐渐康复。

湘潭市重视孕妇免费
产前筛查、 农村适龄妇女
免费 “两癌” 检查、 新生
儿免费遗传代谢病筛查等
工作， 出台具体举措， 护
航妇女儿童健康， 效果较
好。

该市将 “两癌” 免费

检查项目扩面到城区低保
低 收 入 女 性 ， 对 确 诊 的
“两癌 ” 患者纳入专项救
助； 市级财政安排专项经
费， 为贫困家庭孕妇提供
产前诊断补助 ， 县 （市 ）
区出台贫困家庭孕妇产前
诊断兜底政策。 该市 2018
年将新生儿多种遗传代谢
病免费筛查纳入市级重点
民生实事， 在全市助产机
构出生的新生儿均可免费
享受多种遗传代谢病筛查，
实现了出生缺陷三级预防
城乡全免费服务。

据统计， 市、 县两级共
投 入 产 前 筛 查 项 目 经 费
201.708 万元， 新生儿遗传
代 谢 病 筛 查 项 目 经 费
721.012 万元 ， 目前 ， 省 、
市、 县三级项目经费已全部
拨付到位。 另外， 市级财政
每年安排了 50 万元出生缺
陷宣传培训工作经费 ， 20
万元贫困家庭孕妇产前诊断
专项经费， 给予产前筛查阳
性的贫困家庭孕妇产前诊断
每例补助 1000 元。

������1 月 3 日， 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街道卫计办组织望月
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当天共有
130 余人参与无偿献血， 99 人成功采血， 献血量达 33800
毫升。 通讯员 陈利君 胡雅清 摄影报道

爱心献血 温暖冬日

������本报讯 （通讯员 田正
荣） 基于医疗卫生机构孕
产期群众健康教育 ， 促进
孕妇学校规范化建设与管
理， 1 月 8 日， 湖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 （以下简称省
卫健委） 发文要求 ， 全省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 、 委直
属和联系单位， 做好 12320
网络孕妇学校推广工作。

推广内容主要是孕妇
学校信息管理系统 （包括
孕妇学校管理平台 、 孕妇

端微信小程序， 孕妇学校
视频播放系统） 和母婴保
健系列视频课程 。 作为公
益项目， 将免费提供全省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 主要
包括设置产科的公立医院
和民营医疗机构 、 妇幼保
健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 （中心 ） 卫生院 。
同时 ， 结合 12320 网络孕
妇学校， 做好远程胎心监
护服务项目试点， 为孕产
妇提供惠民服务。

湖南省卫健委发文要求

������2018 年 12 月的一天， 外面刮起了刺
骨的寒风， 气温较低。 笔者来到帮扶对
象———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黄龙江村
曾凡凤家。 因为当天， 曾叔回家探亲了。

曾叔早年丧妻， 女儿外嫁， 儿子高
中毕业赋闲在家， 没有固定的工作。 自
己身体不好， 不能从事较重的体力活动，
也没一技之长， 只能靠打零工挣点钱。

近两年， 在扶贫攻坚帮扶中， 笔者
协同村干部， 一起为曾叔一家量身制定
实施了一套帮扶脱贫计划。 将曾叔一家
纳入异地搬迁名单， 并实地考察选好了
新址。 不到 3 个月， 一座宽敞的新房正
式竣工。 搬进新房的那一天， 曾叔那与
年龄不大相符、 充满沧桑的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微笑。

之后， 笔者又经过多方努力， 介绍
曾叔去海南一家餐馆打工； 儿子曾祥欢

去广东花都一家工厂打工。 现在， 父子俩
每月的收入稳定在 5000 元以上。 同时，
根据山地面积多的特点， 帮助其家土地流
转和产业扶贫， 和云林农业及富嘉油茶公
司签订了产业合作协议， 对于贫困的曾叔
一家， 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海南工作的曾叔， 这次是回家探
亲。 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曾叔家， 拉拉
家常， 了解家庭生活及健康情况。 临走
时， 我问曾叔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 曾
叔自豪地回答： “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
你们的真诚帮助， 我家什么都不缺， 年
底儿子也要带女朋友回家了， 现在我家
也是小康家庭了！” 那一刻我觉得曾叔那
略显佝偻的身影变得特别挺拔。 那一刻
屋外那接近零度的天气也不显得那么寒
冷了。

祁东县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 谭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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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湘兵 申求龙 ）
“多亏了健康扶贫政策 ， 把我的病治好
了， 也没花多少钱。” 1 月 2 日， 在邵阳
市邵东县人民医院结算窗口前， 农村贫
困住院患者陈洁 （化名） 拿到出院单时
连连说谢。

邵东县卫计局作为该县健康扶贫工
程的牵头单位， 从最基础的政策融合开
始， 落实 “先诊疗后付费”、 贫困人口县
内住院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 90﹪左右、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重点难点问题。

由于健康扶贫工作措施到位， 该县
100％落实了贫困人口县域内住院 “一站
式” 结算服务和 “先诊疗后付费” 政策；
乡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合率 100％； 建
档立卡贫困户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91.55% ， 全市排第一 ； 大病救治率达
98.46％、 慢病签约服务率 100％、 重病兜
底保障率 100％， 有效防止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再次陷入因病致病、 因病返病。 计
生家庭奖励扶助资金、 独生子女保健费
全部打卡发放到位。

邵东健康扶贫办实事

曾叔探亲记

����本报讯 （通讯员 谭小林 盛孝辉）
张家界市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 聚焦薄
弱环节， 优化政策措施， 围绕 “看得起
病、 看得好病、 方便看病、 少生病” 等工
作目标， 以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 保障贫
困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成功解决了群
众 “入院难” “报销难” 等难题， 1 月 7
日。 笔者从张家界市卫计委了解到， 该市
主要采取以下四大措施有效防止了 “因病
致贫、 因病返贫” 现象的发生。

实现资助参保全覆盖 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250818 人， 在各区县政府的补
贴下， 全部参加居民医保， 实现了应保
尽保。 2018 年 1 月～11 月， 全市政府补
贴居民参保资金 3063.65 万元。

全面推行“三个一批” 实施大病集
中救治一批。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 全
市大病救治覆盖人数达 19922 人， 救治
人数 19624 人， 救治率达 98.50%。 实施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 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 其
中以慢病患者、 妇女儿童、 老年人、 残
疾人等为重点人群开展健康管理服务 。
强化服务管理， 至少每季度对签约对象
提供一次上门服务。 全市慢病签约服务
覆盖人数 24838 人， 签约率达到 100%。
实施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市财政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重病兜底覆盖人数 901 人，
已救治 885 人， 救治率达 98.22%。 有效

缓解了贫困人口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现象。

实施“阳光医疗” 保障政策， 落实
“三提高、 两补贴、 一减免、 一兜底”
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农村贫困人口
住院费用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提高
10%； 提高大病保险水平， 降低农村贫困
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 提高医疗救助水
平； 农村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个人
缴费部分， 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 对身
患 9 种大病农村贫困人口实际医疗费用，
经由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保险以及医疗
救助基金等渠道支付后， 个人自付部分
由定点医院给予 50%的减免； 农村贫困
人口通过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 医疗救
助、 商业保险赔付等综合补偿及定点医
院减免后， 剩余合规自付医药费用个人
支付仍有困难的 ， 实行政府兜底保障 ，
减轻或免除个人负担。

提前实施“一站式” 结算服务 张家
界市在 2018 年 5 月 9 日提前近 3 月全部
开通 “一站式” 结算系统， 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住院已全面实行 “先诊疗， 后付费”。
实行 “一站式” 到经治医疗机构结算， 不
让群众到多部门跑路， 着力解决了人民群
众住院报销难的问题 。 截至 2018 年 11
月， 全市通过 “一站式” 结算的建档立卡
贫困患者有 24854 人次， 总报销资金达
14554 万元， 报销比例达 88.20%。

四大举措防因病
张家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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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