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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4版《心理战场上的“白衣战士”》

辉煌十三五
健康新湖南

��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洁妮张丽群） “以
前有个头痛发烧、 量个血压都要去 10 多千
米外的乡卫生院， 现在屋门口的村卫生室
看病、 搞检查蛮准了， 我生病一般都不要
跑远路了。” 12 月 17 日， 怀化市芷江侗族
自治县新店坪镇对伙铺村马大爷满意地
说。

近年来， 芷江医改工作聚焦 “看病难、
看病贵” 的问题， 三管齐下， 统一医疗标
准， 提升村医待遇、 培养本土人才， 着力打
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 “建设” “保
障” “提升” 工作， 基本实现群众 “在家
门口看上病、 看好病”。

统一模式， 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
准化建设。 2017 年以来， 芷江以推进 “县
域医共体” 为抓手， 以补齐乡村医疗卫生
服务短板为突破口， 全面加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目前 198 个行政村都
实现了统一模式， 村民们除了能就近问诊
开药之外， 还建立了健康档案， 享受健康
教育、 预防接种、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
孕产妇健康管理、 老年人健康管理、 高血
压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

统一标准， 健全乡村医生待遇保障。
“感谢党的好政策， 今年又给我们村卫生
室补助运行经费 6000 元， 帮助我们买养老
保险和改善村卫生室条件， 现在我们做事
觉得浑身都是劲”。 村医张集明反映。 2020
年芷江补助每个行政村卫生室运行经费
6000 元， 全县共 198 个行政村， 总投入资
金 118.8 万元， 其中 36.2 万元用于在岗乡
村医生购买养老保险， 82.6 万元用于改善
和保障村卫生室运行条件的房屋维修、 村
卫生室信息化经费、 设备更新等支出， 资
金使用率 100%。 全县在岗乡村医生 211
人， 60 岁以下在岗乡村医生全部购买养老
保险， 参保率达 100%。

��� 蒋丽红， 郴州市精神病
医院主任医师， 郴州市心理
疏导和危机干预中心主任，
郴州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
会主席 。 湖南省医学会精神
病学专委会青年委员 ， 湖南
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职业
康复专业副主任委员 ， 郴州
市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 ， 郴州市精
神、 行为医学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 ， 郴州市精神病医疗质
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委员 。

本报讯 （帅才） 做好小品
种、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制定常
态短缺药品储备建议清单， 定期
出具短缺药品监测报告……12
月 16 日， 湖南省卫健委传来消
息， 湖南省进一步完善短缺药品
监测预警和评价监管机制， 确定
了 206 家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哨
点， 监测内容包括药品供应短缺
和价格非正常变化。

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

长龚志成介绍 ， 湖南省依托湘
雅医院成立了湖南省短缺药品
监测预警中心 ， 定期汇总全省
各哨点的短缺药品信息 ， 以政
府为主导 ， 以市场机制和市场
手段 调 节 短 缺 药 品 的 供 需 状
态 ， 与制药企业 、 审评部门 、
监管部门等进行协商 ， 扩大短
缺药品监测哨点。

目前 ， 湖南省编制了 《湖
南省短缺药品清单 》 和 《湖南

省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监测清
单》， 建立了短缺药品应急储备
机制。 为应对突发性药品短缺，
湖南省每年制定常态短缺药品
储备建议清单 ， 定期出具短缺
药品监测报告 。 省医保目录内
所有药品剂型均纳入基层采购
范围 ； 同时还允许县市区补充
议价采购 50 种临床需要但在现
实中存在供货困难的常用药品，
供乡村医疗机构使用。

建设·保障·提升 芷江三管齐下

精神卫生专家

蒋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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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健康报消息 （记者 张磊）
12 月 19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
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
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重点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并答记者问。

曾益新介绍 ， 我国主要按照
“两步走” 的方案， 实施全国范围
内的新冠疫苗接种。 第一步， 主要
针对部分重点人群开展预防接种，
包括进口冷链运输、 口岸检疫、 船
舶引航、 航空空勤、 生鲜市场、 公
共交通、 医疗疾控等感染风险较高

行业的工作人员， 以及前往中高风
险国家或地区工作学习的人员， 以
尽力缓解输入性疫情防控压力， 降
低本土病例发生和国内疫情暴发的
风险。 第二步， 随着疫苗附条件获
批上市或正式获批上市以及产量的
不断增加 ， 将有更多产品投入使
用， 通过有序开展预防接种， 确保
符合条件的群众 “应接尽接”， 逐
步在各类人群中构建群体免疫屏
障， 阻断病毒在我国的传播。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表示， 我
国 6 月批准了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7 月开始新冠疫苗紧急接种。 自疫
苗紧急接种以来， 累计接种 100 多
万剂次， 经过不良反应监测和追踪
观察， 总体安全性良好。 其中， 约
6 万人因工作原因赴境外高风险地
区 ， 至今没有收到严重感染的报
告。 同期， 用于紧急使用的疫苗在
境外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累计超过
7.5 万人次接种约 15 万剂次疫苗，
相关研究没有发现疫苗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 “正因为有此基础， 才
确定在重点人群中进一步开展新冠
疫苗的接种工作。” 郑忠伟说。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坦言， 接种新冠疫苗后还
是要按要求戴口罩， 特别是在公共
交通工具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因
为疫苗的保护作用不是 100%， 尤
其是在当前群体免疫屏障还没有建
立起来的情况下， 建议其他防护措
施不要放松， 包括手卫生、 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等”。

全国范围分两步接种新冠疫苗
已累计紧急接种 100余万剂次， 总体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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