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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4版《他的针灸推拿独具特色》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晔 曹锦） 多次住院， 年度起
付线不超过 900 元； 最高支付限额从 30 万元提高至
45 万元， 长沙市职工医保政策调整再迎重大利好。 1
月 11 日， 长沙市医保局透露， 该局联合市财政局、 国
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出台了 《关于调整我市医疗
保险和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对职工医疗保险住院起
付标准、 职工医保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以及职工、 城乡
居民医保特门支付标准进行了调整。

《通知》 规定，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降低全市
职工医保住院起付线。 调整前， 长沙职工医保参保人
员在一类、 二类、 三类收费标准医疗机构住院， 起付
线分别是 900 元、 650 元、 480 元， 一个自然年度内
起付线标准逐次按 100%、 50％、 30%降低标准； 调
整后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一类、 二类、 三类收费标准
医疗机构住院， 起付线分别为 900 元、 600 元、 300
元， 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限额 900 元。

������桑植县八大公山镇筲箕池村贫困户覃某芳
患子宫平滑肌瘤多年。 孩子都在上大学， 家里
经济负担很重。 前不久， 她在该县人民医院做
了肿瘤切除手术， 医药费共花了 11804 元， 医
保报销后， 个人自付 1156 元， 自付比例仅
9.79%。 “有健康扶贫费用补助， 看病负担减
轻很多了， 入院不用预缴医疗费， 同时简化了
报销流程，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健康扶贫
政策就是好！” 覃某芳出院时， 面带笑容满意
地说。

这是张家界市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一个缩
影。 1 月 12 日， 张家界市卫健委党工委书记、
主任王江华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该市自
2014 年启动健康扶贫工程以来， 以群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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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 保障贫困人口基本医
疗卫生， 打通 “一站式” 结算， 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 多措并举， 解决贫困人口 “看病贵”
“入院难” “报销难” 等难题， 铺就了张家界
市 24.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病有所医” 的
健康之路。

多重政策保障 解决“看病难”
2017 年， 该市出台了 《健康扶贫工程

“三个一批”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
“三个一批” 分类救治， 即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 重症兜底保障一批。
实施 “三提高、 两补贴、 两减免、 一兜底” 综
合保障措施， 确保健康扶贫落实到人、 精准到
病。 2020 年，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大病集
中救治 29315 人， 救治率达 99.2%； 慢病签约
服务率达 100%； 重病兜底保障覆盖人数 1764
人， 已救治 1744人， 救治率达 98.87%。

实施 “先诊疗后付费”， 解决入院难。 该
市制定出台 《张家界市农村贫困住院患者县域
内先诊疗后付费工作实施方案》， 医疗机构对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 取消先交住院押金制
度，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 2020 年， 全市
贫困患者县域内住院 51593人次享受此政策。

实施 “一站式服务”， 解决报销难。 该市
将涉及医保、 保险、 民政、 财政等部门的基本
医保、 大病保险、 民政救助、 “扶贫特惠保”、
定点医院减免以及政府兜底保障等政策， 实行
“一站式” 到经治医疗机构结算， 不让贫困人
口多跑路， 使 “五重医疗保障” 制度真正落
到实处。 2020 年， 通过 “一站式” 结算的建
档立卡贫困患者总住院费用达 2.3 亿元， 县域
内实际报销比例 88.87%。

实施 “家庭医生签约”， 解决少生病 。
2019 年， 该市上线 “微医” 家庭医生电子签
约平台， 推进签约 “扫脸” 服务， 保障应享

重点人群真实性、 有效性。 截至目前， 全市
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319 个， 家庭医生签约
人数达 56.96 万人， 贫困人口、 慢病人员等重
点人群做到 “应签尽签”， 并享受了应有的服
务。

提升基层能力， 解决“看好病”
近年来， 张家界市把 “大病不出县， 小

病不出乡” 作为追求目标， 推进综合医改，
构建 “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 上
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模式。 慈利县和桑植县
全面启动县乡一体化改革， 人民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的优质服务。

全面推进医疗卫生城 （县） 乡一体化改
革， 实现了区域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共建共享。
慈利县两家医疗集团出台了分级诊疗及双向
转诊具体规定， 开通了转诊、 会诊 “绿色通
道”， 优先安排检查、 入院， 提高了双向转诊
工作效率， 得到了基层医生和群众的认可。
据统计， 2020 年两家医疗集团牵头医院下转
患者数达 5 千多人次， 乡镇卫生院门急诊人
次较上年度大幅度增加， 分级诊疗新格局基
本形成。 加快 “互联网+医疗健康” 建设。 各
医疗集团均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通了远程
超声、 远程影像等， 实现了 “基层检查+上级
医院诊断”， 乡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
级医院的优质服务。

全面消除村卫生室 “空白村”。 该市积极
开展消除行政村卫生室 “空白村” 工作， 先
后投入资金 2000 余万元进行村卫生室建设，
并于 2019 年 11 月全面消除了 311 个行政村
卫生室 “空白村”。 目前， 全市 860 个行政村
共设置 814 个村卫生室， 实现 “应设尽设”
目标。

注重基层人才培养。 采取本土化乡村医
生培养和安排、 统筹乡镇范围内合格乡村医
生使用、 人才招聘、 乡镇卫生院服务派驻四
种方式注重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 全市
各乡镇卫生院均配齐了 2 名及以上全科医生，
814 个村卫生室也都配备了合格的乡村医生及
乡镇卫生院派驻的巡诊医生。

同时， 为提升贫困地区健康扶贫政策知
晓率， 该市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矩阵，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扶贫政策宣传。 桑植县
各乡镇利用村村响每天定时播放最新的健康
扶贫政策。 慈利县、 永定区结合地方非遗特
色， 利用渔鼓、 阳戏等多种表现形式进村入
户进行面对面的宣传， 全市卫健系统多次集
中相关人员进行健康扶贫政策培训， 各乡镇
还组织了村干部、 家庭医生服务宣传小分队
深入贫困户家中面对面地讲解健康扶贫政策，
做到家喻户晓。

铺就 24.8万贫困人口健康路
———张家界市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侧记

健康报特约记者 谭小林 通讯员 刘芸

�������李红辉， 娄底市中心医院院长、 康复医学中心
首席专家、 三级主任医师、 教授， 湖南省名中医，
娄底首届名中医。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理救援分会
常务理事， 湖南省卫生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 湖南省针灸协会副会长， 娄底市中医药学会副
会长兼针灸推拿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针灸推拿专家

李红辉

详见 04版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纪念白求恩：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曲波 颜莉华） 湖南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近日透露， 根据国家药品监管局部署， 湖南
省第一批实施单位于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启动医疗器
械唯一标识 (Unique Device Identification， 简称 UDI)
工作， 唯一性标识将成为医疗器械的 “电子身份证”，
贯穿医疗器械生产、 流通和使用的各环节， 助推医疗
器械全生命周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