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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联合湖南广电 5G 国家重点实验室， 借助 5G 及 AR （增
强现实）、 MR （混合现实） 等数字医疗技术， 远程指导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进行了
“胫骨骨折髓内钉固定” 与“膝关节置换” 手术。 这是“马栏山数字医疗体系” 合作共建跨
出的第一步。 图为湘雅医院骨科远程医疗中心的专家们， 远程“手把手” 指导手术顺利完
成。 通讯员 罗闻 周洁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德建） 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 一些机构要求员工在上岗前做好必要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 为复工复产复学提供保障。 7
月 16 日， 据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介绍， 湖南省核
酸检测预约和报告查询系统上线， “一键式” 实
现核酸检测预约、 缴费、 查询检测结果。

核酸检测具体预约流程为， 进入 “湖南省居
民健康卡” 公众号， 点击 “健康卡”， 在 “医学
检验预约” 中即可选择地点和预约日期时间。 完
成核酸检测后， 根据提示的预估时间即可查询电
子检测报告， 不用前往检测机构拿纸质报告单，
安全、 便捷又省事。

哪些人群需要做核酸检测呢？ 省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目前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实行 “应
检尽检， 愿检尽检” 原则。 针对重点人群， 实施
应检尽检， 尽可能发现潜在的感染者， 降低疾病
传播的风险， 例如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发热患
者、 新入院患者以及陪护人员， 海外入境人员要
进行检测， 针对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 儿童福利
机构以及监所的工作人员、 口岸检疫人员、 边防
检查人员也要开展检测。 对其他人群实施愿检尽
检， 所有自愿检测的人群都可以检测， 优先组
织、 有序引导做好学校、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 来
自疫情重点地区的复学学生， 还有公共交通工具
以及客运场站的服务人员， 复工复产单位的新到
岗或者返岗人员的检测， 这些主要是提升无症状
感染者发现的可能性。

曾在本省或外地做过核酸检测， 均可通过
“湖南省居民健康卡” 微信公众号中的 “报告记
录” 功能进行查看。 该检测报告国内通用， 各省
之间互认， 具体请遵守当地政策。

������本报讯 （姚常房） 7 月 15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
信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
医疗保障局等 13 部门联合发
布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
就业的意见》。 《意见》 明确，
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 以互联

网优化就医体验， 打造健康消
费新生态。

《意见》 强调， 规范推广
慢性病互联网复诊 、 远程医
疗、 互联网健康咨询等模式，
支持平台在就医、 健康管理、
养老养生等领域协同发展， 培
养健康消费习惯。

《意见》 指出， 进一步加强
智慧医院建设， 推进线上预约检
查检验； 探索检查结果、 线上处
方信息等互认制度， 建立健全患
者主导的医疗数据共享方式和制
度， 完善线上医疗纠纷处理办
法； 将符合条件的 “互联网+” 医
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 近期，
全国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增多 ， 重
庆、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江
苏、 浙江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我国多地进入主汛期， 防汛救灾形
势十分严峻。 7 月 19 日， 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防
汛救灾医疗保障工作， 对地方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医疗机构提出
了四点要求。

一是提高认识， 压实防汛救灾
责任。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
机构要加强汛情预警和准备， 统筹做
好防汛救灾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医疗服务工作。 要强化风险意识， 主
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周密部署安排，
做到统一指挥、 分工明确。

二是建立机制， 做好防汛医疗
保障。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

疗机构要建立防汛救灾工作机制，
制订并完善应急工作预案， 组织开
展风险隐患排查， 对重点部门、 重
点环节要逐一排查， 一旦发现基础
设施出现险情要及时妥善处置。 加
强设施设备维护， 对于受汛情影响
出现设施设备运转故障的情况， 要
及时处理 。 要统筹调配好医疗资
源， 加强医疗力量配备和医疗物资
储备， 确保一线医疗力量和药品物
资充足； 要做好抢险人员、 车辆和
物资等准备， 加强应急值守和人员
培训演练， 提高防汛救灾医疗服务
能力， 为有效应对重大汛情提供有
力保障。

三是精心安排， 做好日常医疗
服务。 各级医疗机构要细化管理措
施， 制订汛期医疗服务保障工作方
案。 针对不同科室或部门特点优化
服务流程， 诊疗量较大的医疗机构

要加强医疗管理， 通过预约诊疗、
分时段就医、 线上咨询、 慢病管理
长期处方等方式加强患者疏导， 确
保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 对血液
透析患者、 肿瘤放化疗患者、 孕产
妇、 慢病患者等需要定期检查和心
脑血管疾病等需要急诊急救的患者，
要给予及时诊疗。 各急救中心 （站）
要做好人员、 设备、 药品、 车辆等
准备， 保证急救电话通畅， 为患者
提供快速、 安全、 有效的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

四是统筹兼顾， 做好汛期疫情
防控。 医疗机构要在做好防汛救灾
医疗保障工作的同时， 统筹做好新
冠肺炎等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 切
实落实 “四早” 要求， 充分强化相
关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机
构 “哨点” 作用， 加强预检分诊和
发热门诊管理， 对新冠肺炎病例要

及时排查， 防止扩散传播； 对洪涝
灾害期间多发的肠道疾病、 虫媒传
染病、 皮肤病等也要特别关注， 早
诊早治。 发热门诊要严格落实首诊
负责制 ， 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病
人。 对于新冠肺炎和其他传染病疑
似、 确诊病例要按规定及时报告，
并尽快转入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
疗。 要加强院感防控和医务人员防
护， 切实防止院内感染发生。 各有
关医疗机构要关心和爱护医务人
员 ，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班
次， 为医务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
境， 维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

洪涝灾害期间多发疾病要早诊早治
国家卫生健康委：

5G远程会诊指导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