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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 “这个第一书记可以嘛 ! 很
勤快、 讲礼貌、 能吃苦、 农村
工作都能干。” 永州市宁远县清
水桥镇大竹源村的村民提起该
村第一书记， 非常肯定地评价
他。 他， 就是全国敬老爱老助
老模范人物、 宁远县卫健局驻
清水桥大竹源村帮扶工作队长、
第一书记王钟涛。

要想富， 先修路。 全村唯
一一条出村道路， 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修建的 3 米简易公路 。
为建成村民脱贫致富的产业
路 ， 王钟涛与队员们跑上争
资、 跑下对接， 先后筹措资金
103 万元， 带领村民修建 2.1 公

里村组水泥路 、 扩建 4.8 公里
出村产业路。

路修好了， 但全村饮水问题
又摆在王钟涛面前。 那时村里的
水质很差， 为解决群众生活用
水， 他找来了专业设计师及工程
师搭建储水池。 如今， 上至山
头， 下至山脚， 村里每家每户都
能用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为村
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为
解决村民就医问题， 他与队员们
跑县卫健局、 县红十字会及有关
部门， 争取资金 40 余万元， 建
起了标准的村卫生室。

哪里有需要， 哪里有困难，
就一定有他的身影。 袁家村蒋

姣艳， 家里楼房漏雨了， 他争
取资金为她建起了钢架铁皮雨
棚； 大河铺村蒋天顺患脑卒中
行走困难， 他隔三差五往老人
家里跑， 打扫卫生、 买菜做饭；
大竹源村蒋进兵因为户口问题
不能买医保， 他跑上跑下忙前
忙后， 找鉴定， 募善款， 终于
解决了其户口及医保问题。

在王钟涛和大家的共同努
力之下， 大竹源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94 户， 共 381 人全部脱
贫。 他不负众望， 为党和人民
上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本报通讯员 欧阳石顺
于劲松 王咏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琦 张
燕舞 陈准 张伶俐） 1 月 11 日，
湖南省委改革办公布 “湖南基
层改革探索 100 例” 入选案例
名单。 其中， “因地制宜推进
县域医共体建设的醴陵实践 ”
成功入选， 是醴陵市唯一入选
案例。

据了解， 此次案例评选活
动主要面向县 (市区 ) 、 乡镇
(街道 )、 村 (社区 ) 以及学校 、
医院、 企业、 “两新” 组织等
各类基层单位， 征集在工作实
践中自主开展的切口较小、 行
之有效的 “微改革 ” “土改
革 ”， 案例覆盖经济 、 农业农
村、 生态文明、 民主法制、 文
化、 司法、 社会、 党建、 纪检
等九大改革领域。

近年来， 株洲醴陵市针对
基层能力不足、 医院管理不当、

公卫服务不优的问题， 以 2 家
三级医院为总医院， 联合 7 家
二级医院 ， 与基层医疗机构
“大手拉小手”， 建立 35 个医联
体、 4 个专科联盟， 实现县域
医联体全覆盖。 其中， 与 22 家
基层卫生院结成紧密型医共体，
实行了业务、 人事、 财务、 绩
效、 考核的全面统一管理， 有
效缓解了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

政策上统一思想、 大胆放
权， 成熟一家、 推出一家， 积
极引导、 竞相发展， 保留共性、
允许个性 ， 通过不断的努力 ，
醴陵市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成效
显著。 医疗能力明显增强， 医
共体内成员单位至少能够识别
和初步诊治 50 种常见病、 多发
病， 基层医院基本实现 “治得
好小病、 管得住慢病、 看得出

大病、 转得了急病” 目标。 管
理能力明显提高， 医共体内实
行同质化管理， 药占比 21.9%，
同比下降 10.3 个百分点。 健康
红利明显释放， 医共体牵头医
院专科医生主动参与家庭医生
签约， 强化健康教育， 全市高
血压患病率、 糖尿病患病率分
别控制为 16.2%、 6.4%， 控制率
分别达 85.6%、 73.5%， 传染病
报告发病率为 120.5/10 万 ， 均
明显低于省、 市平均水平。 群
众就医得实惠， 医共体内实行
集中带量采购， 平均降低药价
35%， 2019 年减轻群众负担 500
万元。 尤其 “湘雅乡情” 活动
开展以来， 减轻群众医疗负担
2500 余万元。 医共体内转诊率
占全市的 82.7%， 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二、 三级医院医疗
服务， 满意率提升至 98.2%。

醴陵市医共体建设入选

“湖南基层改革探索 100例”

������本报讯 (通讯员 戚文婷) 1 月 5 日， 怀
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县乡心电网络建设启动
仪式在该县人民医院举行。 仪式上， 芷江侗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向 7 家乡镇中心卫生院赠
送心电图终端机。

据悉， 为全力推进县乡心电网络建设，
提升县乡医疗服务能力，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先后投资数百万元购进心电网络系
统、 一体化数字 12 导心电图机等心电设备，
与乡镇中心卫生院共同组建县乡心电网络系
统， 心电网络接通后将为乡镇中心卫生院提
供 24 小时心电诊断服务， 实现县域范围内
心电数据的信息共享与互认。

������本报讯 (通讯员 田晓辉 符
金波) 1 月 8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政府会
议室内暖流热涌， 一场由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两
级计生协、 红十字会携手长沙
普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共同举

办的 “博爱送万家-特殊家庭特
别的爱” 关怀服务慰问金捐赠
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捐赠仪式上， 长沙普源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将 3 万元
专属慰问该县计生特殊家庭对象
的爱心款赠与了泸溪县计生协和

红十字会。 这次关怀慰问泸溪县
计生特殊家庭对象共 58 名。 为
配合爱心企业 “特殊家庭特别的
爱” 活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红十字会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计生协还配送了多个价值
5200 元的爱心礼包。

���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响 魏小青) 1 月 12
日， 邵东市火厂坪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
上午 8 时 30 分， 火厂坪镇政府院里便排起
了长龙， 镇村党员、 干部群众踊跃参加无
偿献血活动， 以实际行动， 传递温情、 奉
献爱心。 据统计， 此次活动该镇 208 人成
功献血， 献血总量达 75000 毫升。

据介绍， 火厂坪镇连续三年获得 “全
市无偿献血工作先进单位 ” 荣誉称号 ，
多年来坚持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 在
全镇传递了爱心 ， 弘扬正能量 ， 促使更
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 营造了浓厚
的献血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慧芬) 1 月 11 日， 株
洲市石峰区再次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调度会， 会议通报近期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及
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并对下阶段全区疫
情防控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 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工作主
体责任， 做到守土有责、 防控到位。 迅速全
面动员起来， 各单位明确专人负责， 做实做
细应急预案，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和要求， 确
保管控有力有序。

������本报讯 （通讯员 向纯） 1 月 15 日， 湖
南省科协组织人事部部长、 二级调研员龙超
颖一行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慰问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 深入该院心病科
护士长龙贵梅家中慰问， 把党对科技工作者
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基层科技工作者心中。

龙贵梅是该院民族医护理科研人员， 参
与土家医药护理标准制定工作。 2019 年，
她的丈夫身患重病， 2020 年去世 。 期间 ，
龙贵梅一边肩挑家里的重担， 一边参与民族
医药科研工作。 湖南省科协了解情况后， 派
人专门从长沙赶来， 深入龙贵梅家中慰问，
省科协领导与她亲切交谈， 鼓励她保持良好
乐观的心态， 克服暂时困难， 认真努力工
作， 积极投身科技事业发展， 为家庭创造出
更美好的生活。

�������近日， 常德市 2021 年
春季征兵体检工作全面拉
开序幕， 分批次有序开展
体检。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
院按照最新的征兵体检要
求， 组成征兵体检组， 参
与此次征兵体检工作。

通讯员 贺科 摄影报道

征兵体检
有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