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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 国内首家主题沉浸式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正式开诊， 该中心打造“健康
传播-健康管理-健康教育” 儿童健康管理新模式， 为 0至 18岁青少年儿童提供“看得到、 买得起、 用
得值” 的权威、 专业、 有趣、 高端、 连续和差异性的轻医疗服务。 通讯员 姚家琦 田雪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梁昌标）
“今天， 湖南省摄影家协会卫生健康分会成立
了， 它不仅为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摄影爱好者搭
建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而且可以更好地展
示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风采……” 10 月 10 日，
湖南省摄影家协会卫生健康分会成立大会在长
沙举行， 会议现场宣读了湖南省摄影家协会的
批复， 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为卫生健康分会的成
立授牌， 为分会会长颁发了证书， 通过了 《湖
南省摄影家协会卫生健康分会会员管理办法》，
宣布了卫生健康分会第一届理事、 副会长、 秘
书长、 团体会员单位 （副会长单位） 名单， 公
布并启用了卫生健康分会会徽。

张义昌任卫生健康分会第一届会长， 肖平等
22人任副会长， 肖平兼任秘书长。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省肿瘤医院、 省儿童医
院、 省妇幼保健院、 省脑科医院、 省胸科医院、
省疾控中心、 省职业病防治院、 长沙市卫健委、
株洲市卫健委、 湘潭市卫健委、 岳阳市卫健委、
娄底市卫健委等 19 家单位 （企业） 为卫生健康
分会第一届团体会员单位 （副会长单位）。

卫生健康事业是基本的民生事业， 在城
乡， 在医护岗位， 在抗击新冠疫情第一线， 在
健康扶贫工作中， 涌现了大量纪实性的， 同时
也具有相当艺术性的摄影作品， 留下了弥足珍
贵的影像资料。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彭振国表
示， 希望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全力支
持省摄影家协会卫生健康分会的工作， 努力为
卫生健康系统摄影工作开展创造必要条件， 共
同为推动卫生健康系统摄影事业繁荣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据人民日报消息 近年来， 我国
重视儿童用药供应保障工作， 采取
一系列措施鼓励儿童用药研发生产，
缓解儿童药品短缺问题， 保障儿童
用药安全。

开通审评审批绿色通道
“吃药靠掰， 用量靠猜。” 过去，

不少乙肝患儿家长经常遇到这样的
痛点。 乙肝患儿缺乏专用药， 只能
按比例服用成人药片。 但不同年龄
阶段的患儿该服用多少， 家长只能
估算。 前不久， 湖南一家药企研发
的儿童用恩替卡韦颗粒获批上市，
乙肝患儿有了专用药物。 家长只需
根据患儿的年龄， 给孩子喂相应剂
量即可， 用药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恩替卡韦颗粒快速获批上市得
益于国家药监局开通的审评审批绿
色通道。 2019 年 8 月， 新修订的药

品管理法明确规定， 国家采取有效
措施， 鼓励儿童用药的研制和创新，
支持开发符合儿童生理特征的儿童
用药新品种、 剂型和规格， 对儿童
用药予以优先审评审批。 国家药监
局不断完善儿童用药优先审评审批
政策， 开通儿童用药审评审批绿色
通道， 并建立专人专项协调督导的
任务管理制度， 提高审评审批效率。

加大研发生产力度
“儿童用药依然面临品种少、 专

用剂型和规格少、 供应量不足等问
题。” 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主任王晓
玲说，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 由
于身体尚未发育成熟， 肝肾对药物
的代谢能力和药品不良反应的耐受
能力很低。 长期过度服用或不当服
用成人药物会对儿童身体造成不可
逆影响。 此外， 成人药品大多带苦

味， 一些患儿不愿意服用， 家长需
想办法诱导， 提高了服药难度。 所
以， 研发各类儿童专用药和剂型很
有必要。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国家医
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牵头承担了
“十三五”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
项课题———“儿童用药品种及关键技
术研发”。 联合全国 59 家科研院所、
高校及企业的研发力量， 以临床需
求为导向， 以临床评价为依据， 强
强联合研发儿童药。 目前， 获得生
产批件/受理号 27 项， 临床批件/备
案号/受理号 33 项。 “这些品种的
研发填补了我国儿童用药市场的空
白， 有效缓解了临床儿童用药短缺
的问题。” 王晓玲说。

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目前， 医院能开的药物主要是

成人儿童共用药。” 王晓玲介绍， 北
京儿童医院药品目录中， 儿童专用
药占比仅为 5%， 成人儿童共用药占
比约 59%， 经验性用药 （说明书中
没有儿童用药信息， 医生根据临床
经验用于患儿的药品 ） 比例约为
36%。 医院在每个药房安排一名药
师专门负责分药， 免去了家长自行
分药的麻烦，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
儿用药安全性。

但是， 由医院进行分药， 不一定
能均匀分割其中的药物活性成分， 可
能会出现药效下降、 剂量不准确等问
题。 此外， 药品在分割的过程中， 暴
露在空气中， 增加了污染的风险。 王
晓玲建议， 为了确保儿童用药分剂量
药品的准确性、 稳定性， 企业生产儿
童用药应当按技术指导原则做好剂量
标准化、 规范化、 同质化。

��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 彭韵
佳） 为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跨
省异地就医结算遇到的 “急难
愁盼” 问题， 国家医保局明确：
2021 年底前 ， 每个省 （自治
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至少选择一个统筹地区开
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试点， 可以提供高
血压、 糖尿病、 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 器官移
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五个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

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印发的 《关于开展门诊慢特病
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
点工作的通知》， 试点人群范围
为已在参保地完成上述五个门
诊慢特病待遇资格认定， 并按

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
医备案手续的人员。

为了兼容各地病种范围差
异， 参照国家医疗保障信息业
务编码标准中门诊慢特病病种
代码及病种名称， 本次试点病
种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恶性
肿瘤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
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门
诊慢特病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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