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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健康行 线市州连

�� �本报讯 (通讯员 卢理志 记
者 梁湘茂) 6 月 15 日， 湖南省
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定》 集中宣传服务暨 “好家
风 健康行”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在常德市鼎城区举行。 中国计
生协党组成员、 副秘书长何翔，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
李小松视频致辞， 省计生协副
会长梁文明， 常德市委副书记、
市计生协会长陈华出席活动并
讲话。 此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

全程实时直播方式进行。
何翔充分肯定了湖南省计

生协、 常德市计生协近年来工
作。 希望湖南省各级计生协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
新作为， 聚焦生育支持和家庭
健康， 促转型、 优服务、 树品
牌， 组织开展更多响应民生期
待的活动， 为群众提供更多的
优质服务， 推动健康成为新时
代的家风。

李小松指出， 要认真组织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 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积
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降
低生育、 养育、 教育成本； 充
分发挥计生协组织作用， 加强
基层能力建设 ， 做好宣传教
育、 优生优育指导、 生殖健康
咨询服务 、 计生特殊家庭帮
扶 、 权益维护 、 家庭健康促
进、 流动人口服务、 青春健康
教育等工作； 在全省广泛开展
“好家风 健康行” 活动， 不断
推进健康湖南建设与家庭健康
和谐幸福。

���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华雄 彭
贵欢) 6 月 16 日， 郴州市卫生
健康委召开全市卫生健康工作
务虚会， 会议由该委主任彭丽
娟主持， 党委书记曾忠良出席
会议并讲话 ， 委副处以上干
部，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主要
负责人， 委机关各科室及直属
单位、 市计生协机关负责人参
加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 2021 年以
来工作， 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困难， 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
及改进工作的意见。 各县市区
卫生健康局围绕 2022 年工作
目标和下半年工作计划进行了
交流发言， 委各分管领导分别

安排部署了工作。
曾忠良强调， 要旗帜鲜明

抓党建 ， 大力推进 “五个卫
健 ” (模范卫健、 书香卫健、
清廉卫健、 文明卫健、 活力卫
健） 活动， 抓实党委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 推进清廉医院建
设， 聚焦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
盼的紧迫问题， 着力整治医药
购销领域和医疗行业不正之风，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 “医托”
“号贩子”、 诱导消费和过度诊
疗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要
求真务实抓业务， 抓住医改这
个关键， 抓细健康郴州行动这
个重点， 抓好健康惠民三件重
点民生实事， 抓强疾控、 医疗、

中医药三个服务能力， 积极推
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 积
极申报、 争取纳入国家卫健委
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 “千县工
程” 和省政府县级医院 “强边、
强基、 强链” 计划， 持续开展
“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 深入
推进医养结合。 守住底线抓风
控， 不断强化安全稳定的忧患
意识， 毫不松懈守住疫情防控
底线， 持之以恒守住安全生产
底线， 用心用情守住信访维稳
底线。 勇于担当抓落实， 不断
强化主动作为的责任意识， 善
抓统筹 、 勤抓落实 、 敢抓督
查 ， 强化主人翁意识 ， 守好
“责任田”， 打好 “主动仗”。

�� �本报讯 (通讯员 熊瑛) 为
贯彻落实长沙市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工作要求， 5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 长沙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医养结
合机构专项整治， 规范医养结
合机构服务秩序， 防范骗取老
人钱财的 “养老陷阱”。

5 月 25 日以来， 长沙市、
各区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机构上下联动， 重拳出击， 对
长沙市医养结合机构进行地毯
式执法检查。 截至 6 月 14 日，
共检查单位 44 家。 执法人员
通过实地查看、 现场提问、 随
机抽查病历等方式， 重点检查

医养结合机构是否持有效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是否
存在超范围执业的情况， 是否
存在违反诊疗常规的行为， 是
否存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开
展诊疗活动的情况。 同时， 对
机构的医养结合服务情况、 医
疗质量安全管理、 老年人健康
管理、 疫情防控等方面进行专
业指导， 并对养老机构如何防
范医养结合领域医疗欺诈进行
宣传引导。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 执法人员现场提出卫生
监督意见 ， 责令机构限期整
改。

“医养结合机构， 应当依

法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
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
并按照其核准的诊疗科目开展
诊疗活动。 其科室设置、 人员
配备、 设施设备配备、 药品配
备、 信息化建设应当根据医疗
机构的类别， 符合 《医疗机构
基本标准 (试行 )》 的要求 。”
近日， 在执法检查现场， 卫生
执法人员对机构如何规范执业
进行宣传引导。 据悉， 长沙市
卫生监督机构还将联合其他职
能部门 ， 对全市医养结合机
构、 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零死
角的联动执法， 一旦发现违法
违规问题， 将依法严肃处理。

本报讯 （通讯员 黄俊国） 6 月 20 日， 笔
者从益阳市安化县卫生健康局了解到， 为守护
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安化以 “四抓实” 稳步
推进全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据悉， “四抓实” 即抓实会商机制， 强化
部门工作合力； 抓实宣传教育， 形成工作推动
氛围； 抓实风险认识， 提高群众健康意识； 抓
实风险监测， 强化食品风险预警。 今年， 已顺
利完成半年监测任务， 未发生野生蘑菇中毒事
件， 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率大幅下降。

�� �本报讯 （通讯员 尚国庆） 6 月 13 日， 怀
化市举行 “消除宫颈癌， 我们在行动” 科普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暨健康教育师资培训班。 活动
由怀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 市妇幼保健院
承办。

活动现场， 怀化市卫生健康委妇幼科科长
申奇介绍了宫颈癌防治工作规划。 申奇表示，
启动会之后， 全市将下发 《怀化市 “消除宫颈
癌， 我们在行动” 实施方案》。 到 2022 年底，
全市完成县级师资培训 26 名， 有序推进宫颈
癌防治科普宣传 “三进” 公益讲座活动 50 场，
并逐步形成常规化模式。 2023-2024 年， 总活
动场次计划超过 100 场， 将宫颈癌防治宣教工
作深入每个学校、 社区和家庭。

据怀化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爽介绍， 目前
国内获批上市预防宫颈癌疫苗国产的二价和进
口的四价 、 九价 HPV 疫苗都可针对高危型
HPV16/18 进行预防。 希望大家加强预防宫颈
癌科普宣教， 引导群众走出宫颈癌疫苗接种误
区， 推广宫颈癌疫苗， 早日消除宫颈癌， 努力
提高广大女性健康水平。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蒋富香表示， 将
组织全市妇幼保健机构深入学校、 机关、 社
区、 高校等单位开展宫颈癌防治宣传活动， 让
9-45 岁女性能够自觉地接种 HPV 疫苗， 同步
做好农村和城市的宫颈癌筛查工作， 帮助妇女
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同时对宫颈癌
癌前病变或确诊宫颈癌的女性进行治疗。

��� 本报讯 （通讯员 欧泽阳） 6 月 14 日， 永
州市庆祝第十九个 “世界献血者日” 活动在江
永县知青广场举行。 活动由永州市卫健委、 市
红十字会和江永县委、 县政府主办， 永州市中
心血站、 江永县卫健局和江永县红十字会共同
承办。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献血是一种团结行
为。 加入我们， 拯救生命”， 旨在感谢无偿献
血者、 志愿服务者的伟大善举， 弘扬救死扶伤
的人道主义精神， 唤起社会各界对永州无偿献
血公益事业的关注。

永州市卫健委副主任蒋陆阳表示， 自 《中
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颁布实施以来， 全市先
后有数千名爱心市民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
奖， 2016-2017 年、 2018-2019 年永州市连续
两次获得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 荣誉 。
2021 年全市参与无偿献血 3.06 万人次， 采血
总量 10.73 吨。 近年来， 永州每年都在 “世界
献血者日” 举办大型宣传活动， 今年的活动现
场为全市无偿献血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
奖， 现场组织开展了健康宣教、 义诊、 歌舞表
演和献血者现场献血等活动。

推动健康成为新时代家风

���� 6 月 19 日， 邵阳邵
东市两市塘街道组织街
道党员干部、 村 （社区）
群众无偿献血。 当天，
共 有 184 人 成 功 献 出
65550毫升血液。
通讯员 冷燕华 摄影报道

郴州市抓好三件重点民生实事

为生命“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