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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本报讯 （通讯员欧阳治吴嘉萍） 近日， 湖南省科
学技术协会、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共同印发了 《关于开展首次科学传播专业职
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标志着首
批湖南省科学传播专业职称申报评价工作正式启动。

《通知》 内容包括评审范围、 专业领域及层级设
置、 申报基本条件、 转评要求、 评价标准与方式、 评
审组织、 高级职称申报与评审时间、 高级职称申报评
审程序和其他有关事项等 9个部分。 《通知》 明确，
省科协会同省社科联按要求组建科学传播专业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负责全省科学传播专业高级职称评审
工作。 可受理市州的中初级职称委托评审。 各市州科
协会同市州社科联按要求组建科学传播专业中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 负责本地初中级职称评审工作。 职称评
审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各市州科协， 市州社科联参与相
关工作。 高级职称接收申报材料时间为 2022年 9月
29日至 30日， 地点另行通知。 首次评审工作在 2022
年底前完成。

在湖南省国有企事业单位、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中工作， 以易于理解、 接受和参与的方式，
向大众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 推广科学技术应用的
专业技术人员， 以及从事上述专业技术工作的自由职
业者。 申报职称截止日 （2022年 9月 30日， 含） 前
已达退休年龄或已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再参加职称
评审。

在专业领域上， 科学传播专业分自然科学传播和
社会科学传播两个领域， 包括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传
播实践两个方向。 在层级设置上， 科学传播专业职称
设初级、 中级、 高级， 其中高级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
各级别职称名称分别为： 助理科普师、 科普师、 高级
科普师、 正高级科普师。

�� �本报综合消息 8月 1日， 国
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印发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 （试行）》 《公立中
医医院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试
行）》。 两者围绕党建引领、 能力
提升、 结构优化、 创新增效、 文
化聚力 5 个方面， 各细化为 18
个和 24 个具体的评价指标， 供
各地对辖区内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情况进行评价。

2021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 印发。 《意见》 明确

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要求， 提出建立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试
行）》 《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 （试行）》 围绕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进行设计，
并与全国二级和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等工作有机结合， 按
照指标精炼、 可操作、 可衡量
的原则制定了指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 地方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含中医
药主管部门） 要把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评价工作作为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政策落地见效的重要
抓手， 切实落实文件各项要求，
做到与绩效考核等工作有机结
合； 因地制宜开展评价工作， 充
分考虑实际情况， 不搞一刀切；
有针对性地指导医院优化学科布
局， 强化专科能力建设， 不断提
升医疗质量， 改善医疗服务， 增
强运营管理能力； 在评价过程
中， 持续健全数据质量管理体
系， 发挥大数据优势， 提升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评价工作的准确
性和可比性。

������本报综合消息 中医药政策保障
和供给更加全面、 有力， 特色优势更
加显著， 服务能力迅速增强， 社会贡
献度和群众满意率大幅提升……10
年来， 我国中医药事业展现出强劲的
加速度、 持久的续航力， 中医药人以
更加充满自信和生机的姿态投身于护
佑人民健康的伟大事业。 8 月 2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京召开 “一切为了
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系列主
题第 13 场新闻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医药政策体系完善和服务
能力提升有关情况。

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
效果积极深远

“在完善政策体系方面， 党中
央、 国务院的重视支持力度前所未
有， 出台文件的规格之高、 数量之
多、 领域之广也前所未有。”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余
海洋历数这些法规政策， 如颁布 《中

医药法》， 在法律层面体现国家意志，
保障中医药发展； 印发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 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
对中医药工作作出全方位、 战略性、
系统性安排； 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印发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将中医药
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首次由党
中央、 国务院部署中医药振兴发展重
大工程等。 同时， 国务院有关部门出
台了服务体系建设、 人才培养、 科技
创新、 中药管理和发展、 医保支持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 各地党委、 政府出
台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落实
举措， 26 个省份制修订了地方性中
医药法规。

得益于上述政策支持， 长期制
约中医药发展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中医药事业迎来了优越的发展环
境。 余海洋还介绍， 近年来， 大多数
省份充实了中医药管理人员； 各省

“十三五” “十四五” 规划里不但有
中医药内容， 而且相关内容越来越
多， 资金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此外，
各地在中医药医养结合、 健康旅游等
产业发展方面积极探索， 推动中医药
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优质资源提质扩容
基层服务便捷惠民

中医药事业经过近 10年的发展，
初步建成了覆盖城乡的融预防保健、
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
体系， 中医药服务水平与效能不断增
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
赵文华公布， 截至 2020年年底， 每千
常住人口中医院的床位数达到 0.81张，
全国中医全年总诊疗人次达 10.58亿。

上述成绩的背后， 是中医药服
务体系的提质增效。 赵文华介绍， 在
建高地方面， 目前已有 6所中医类医
院纳入 “辅导类” 国家医学中心创建
范围， 20 所中医院纳入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输出医院范围。 在强基层方
面， 截至 2020 年年底， 全国有 3.63
万个中医馆， 99%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 98%的乡镇卫生院、 90.6%的社
区卫生服务站和 74.5%的村卫生室具
备了中医药服务能力。 2021 年， 在
30 个省 （区、 市） 的 827 个国家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县 （市、 区）
中， 68%的试点县 （市、 区） 中医院
参与了医共体， 约 34%的中医院作
为牵头医院参与了医共体。

“下一步，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国家
中医医学中心、 区域医疗中心等建设；
提升基层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 实现
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全部设置中医
馆； 建设中医互联网医院， 构建覆盖
诊前、 诊中、 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
中医医疗服务模式， 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医
药的获得感、 满意度。” 赵文华表示。

��������7 月 29 日上午，
永州市宁远县卫健局
联合该县教育局、 团
县委、 县红十字会、
县全民健身服务中
心， 在宁远县恒温游
泳馆举办“七彩假
期———防溺水公益小
课堂” 宣传教育活动。

通讯员 于劲松
摄影报道

防溺水
公益小课堂

面瘫高发期 针灸来助力

全国中医全年总诊疗人次达 10.58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