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36
http://hunan.voc.com.cn
全国邮发代号41—26

中国知名专业报品牌
全国十佳卫生报

２０21年1月19日

星期二第2792期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 号新湖南大厦 47 楼 总编辑：涂新山 湘广发登第 0035 号
新闻热线：0731-84326206��订报热线：0731-84326226���广告热线：0731-84326448����本报每周二、周四出版 全年订价：168 元 零售价：2.00 元 印刷：湖南日报印务中心

今日 8版

湖湘 医
主
办

湖 南 省 12320 呼 叫 中 心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大众卫生报

》 》》详见今日本报 04版《永不放弃》

详见 04版

��� 本报讯 （赵星月） 近日 ， 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就加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健康
教育工作印发指导意见。

意见要求 ， 要强化每个人是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在日
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的自我防护。 倡导个人承担传
染病防控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行
为， 知晓并遵守国家法律和疫情
不同响应等级的防控规定。 及时
向公众宣传普及新冠肺炎以及其
他传染病研究进展的相关科学知
识和信息， 回答公众关切的健康
问题， 引导公众主动从权威机构
获取疫情防控知识 ， 弘扬科学 、
防范谣言。 继续积极倡导文明健
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 并做
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相关健
康问题的健康教育。

意见要求 ， 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在本级政府和联防联控机
制的统一领导下， 及时召开新闻
发布会， 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和措施 ， 回应社会关切； 调动医
疗卫生机构， 协调相关部门和社
会各方力量， 共同开展健康教育
工作； 配合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办公室， 落实好爱国卫生运
动相关任务 。 多部门协同联动 ，
提升健康传播效应。 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要有针对性
做好本部门、 本行业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健康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娜 王勇）
近日， 据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介绍，
湖南省正式实现长株潭医保个人账
户跨区域消费线上支付， 省医保电
子凭证功能再升级。

“嘀!” 随着扫码器的一声脆响，
湖南省第一笔医保个人账户跨区域
扫码支付业务产生， 家住湘潭市的
伍先生 1 月 5 日在长沙市老百姓大

药房通过 “医保电子凭证” 个人账
户支付了一笔金额 41 元的药费。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医保电子凭证功能升级后，
长沙、 株洲、 湘潭市参保人员通过
医保电子凭证不仅能在本市老百姓
大药房购药使用， 也能在另外两市
的老百姓大药房进行个人账户异地
消费支付。

据悉， 为打通湖南省医保个人
账户跨区域消费的难点和堵点， 省
医疗保障局对全省各地区医保结算
系统和清算系统实施升级改造， 并
在长株潭地区先行试点。 目前， 省
医保电子凭证平台和个人账户异地
消费流转清算平台已经建立， 长株
潭各定点医药机构接口程序已进入
改造测试阶段。

卢秀兰， 主任医师、
湖南省儿童医院急救中心
重症医学二科主任、 硕士
生导师。 湖南省高层次卫
生人才“225” 医学学科骨
干人才， 中华医学会儿科
专业委员会急救学组青年
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
重症医学专委会委员， 湖
南省医学会儿科专委会青
年副主委， 湖南儿科医联
体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兼秘书。

卢秀兰
重症医学专家

本报讯 （姚常房） 1 月 15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彻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对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冬春季， 尤其是春
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马晓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系统要深刻认识
疫情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 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 严格落实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措施， 坚

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一是严防农村地区疫情发生扩

散。 要把农村地区疫情防控作为重
中之重， 提升早发现能力， 充分发
挥农村三级网和医联体医共体作
用， 实行 “村报告、 乡采样、 县检
测”， 加强城市医院对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帮扶支持。 对返乡人员实
行网格化管理， 减少聚集性活动。
要做好早隔离的准备， 预留充足的
隔离房间以满足 “应隔尽隔 ” 需
要， 加强隔离场所规范管理， 防止
交叉感染。

二是持续做好外防输入工作。
加强从机场到隔离场所、 再到社区
的规范管理， 落实接触进口冷链物
品重点人群定期核酸检测和个人防
护。

三是坚决果断做好聚集性疫情
处置 。 见事早 、 行动快 、 决策果
断， 及时激活应急指挥体系， 努力
跑在疫情的前面。 以核酸检测为中
心扩大预防， 及时开展大规模核酸
检测， 快速发现传染源。 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创新流调溯源方式方
法， 快速精准锁定目标人群。 坚持

“四集中” 全力救治患者， 压实院
感防控责任， 加强院感防护培训和
巡查考核。

四是稳妥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 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则， 做好
规范有序接种， 加强疑似异常反应
监测， 全力做好医疗保障工作。

五是做好健康宣教和信息发布，
普及健康知识， 增强个人防护意识。
及时发布疫情权威信息， 增进群众
对疫情防控的理解、 支持与配合。
要采取务实贴心举措， 关心关爱医
务人员， 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

赤脚医生：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样板”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