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响应长沙市教育局倡导的“崇德向善迎新
春， 红红火火过大年” 主题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1 月 12 日，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第三小学的学生
在寒假第一天组织开展了“爱老敬老·我们在行
动” ———去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看望老人活动。
图为孩子们在给老人们表演节目。

通讯员 周慧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江丰霞王可为）
为奖励在我国出生缺陷防治基础、 预防及
临床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组
织， 1月 9日， 第三届 “中国出生缺陷干
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 颁奖典礼在北
京举办， 湖南省儿童医院荣获 “特殊贡献
奖”， 也是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

表彰大会上， 该院院长谭李红介
绍， 湖南省儿童医院 2017 年成为先天
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省级管理单位， 通
过建立疾病筛查、 畸形救治、 培训研
修、 科普宣教的 “四位一体” 出生缺陷
干预救治工作机制在全国形成典范。 截
至目前， 湖南省项目申请人数达 1195
人， 成功救助 859 人， 发放救助金额
1353 余万元， 救助人数居全国前列， 有
效减少了出生缺陷致贫、 致残的发生。

爱老敬老·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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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小华） 1 月
13 日， 长沙市人社局透露，
根据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给予城
乡低保人员缴费补助的通
知》 要求，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长沙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增加 10

元， 由每人每月 188 元调整
为每人每月 198 元 。 目前 ，
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调待工作已经完
成 ， 顺利实现 “14 连调 ”，
惠及全市近 80 万城乡居保
待遇领取人员。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全市城乡居保参保人数

达到 263.67 万人 ， 其中享受
待遇人数 78.93 万人， 累计发
放待遇 86 亿元 。 “十三五 ”
期间， 长沙建立了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调待
机制， 每年将增加 10 元， 到
2020 年 ，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将突破每人每
月 200 元。

医改红利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运芹） 近日， 由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处主办、 省儿童医院承办
的 “湖南省新生儿呼吸管理适宜技术推广培训
班 （湘西片区）”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妇幼保健院
举办。 250 余名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怀
化、 张家界地区各级医院的产科、 儿科、 新生
儿科相关医护人员参加了培训。

湘西片区是湖南省贫困县最为集中的地区，
此次在张家界举办的培训班考虑到学员大多来
自基层医院， 课程设置以基础、 实用为特点，
分为理论讲授、 技能操作及现场考核三部分。

新生儿呼吸管理适宜技术推广
走进湘西片区

健康 提示

公益广告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王描） 1 月 16 日， 记
者从湖南省卫健委获悉， 湖南
省卫健委、 省医疗保障局等 5
单位联合出台 《关于印发进一
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 》 （以下简称 《通知 》），
推进湖南省基层卫生综合改
革， 解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不足、 机制不活、 积极性
不高的问题， 不断提升全省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通知》 指出， 乡镇卫生
院人员编制标准为每千服务
人口配备 1.4 人 ，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人员编制标准为每
千服务人口配备 1.0 人 。 自
2019 年起， 利用 3 年左右时
间， 集中补充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才。 实
施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本土化公费大专人才三年
（2018-2020 年 ） 培养计划 ，
每年招收 1000 名。

《通知》 要求， 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参照 “片区农村基
层教卫人才津贴 ” 的做法 ，
自行设立基层卫生人才津贴，
重点向边远乡镇倾斜。

《通知》 强调， 省级财政
加大对贫困县乡镇卫生院业务
用房修缮和设施设备支持力
度。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编制
中心乡镇卫生院重点科室和特
色专科发展规划， 优先加强急
诊 、 内科 、 外科 、 妇产科 、
麻醉科、 功能检查科等科室
技术力量配备和硬件建设。

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人每月 198元

湖南省儿童医院获
防治出生缺陷“特殊贡献奖”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邱显明 胡玲莉 黄桂山）

“你们太好了， 总是不辞辛苦地来看我， 关心我
的身体健康。” 1 月 8 日， 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
石山头村二组 78 岁的老奶奶刘桂桃拉着家庭医
生的手激动地说。

自北湖区健康扶贫工程实施以来， 华塘镇中心
卫生院打出 “党建+健康服务” 组合拳， 大力推进
“健康北湖” 工作。 围绕让农村贫困户、 低保户、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 方便看
病、 少生病” 的目标， 对辖区建档立卡人群实现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 做到签约一人、 履约一
人、 做实一人； 全面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三个一
批” 行动、 “三提高、 两补贴、 一减免、 一兜底”
综合保障措施、 “先诊疗后付费及一站式” 结算工
作等； 开展宫颈癌、 乳腺癌免费筛查和儿童体检、
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及营养改善等项目； 实施 “远
程诊疗+健康扶贫” 应用试点项目等。 多措并举，
用医生 “辛勤指数” 换取百姓 “健康指数”。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有为） “看病针对我们
贫困户的优惠政策有很多， 但我总是记不全， 以
后只要有不清楚的， 看一下墙上的年画就知道
了， 这年画好， 既好看又实用。” 1 月 8 日， 永
州市新田县金陵镇千马坪村一贫困户说道。

为进一步提高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 为贫
困群众看病就医提供健康指南。 2018 年 12 月下
旬以来， 新田县卫计部门印制三万份健康年画，
分发至各乡镇卫生计生监督管理所、 乡镇 （中
心） 卫生院。 该县卫计部门要求工作人员开展工
作时， 要将年画印制的内容， 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 把政府免费提供 “扶贫特惠保”、 先诊疗后
付费、 4 类 9 种大病、 住院报销比例、 家庭医生
免费签约服务等健康扶贫政策宣传到每一位贫困
群众。 “贫困群众现在只要一看健康年画， 就知
道看病需要哪些内容了， 看不懂还可以打电话咨
询。” 金陵镇政府一位结对帮扶人说道。

新田健康年画助推健康宣传

用“辛勤指数”换百姓“健康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