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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易文娅
罗晓菲） 11 月 19 日， 中国心
衰中心总部发布了 《关于第十
批次心衰中心及第八批次基层
心衰中心 （2022 年第二批次）
通过认证单位公告》， 长沙宁
乡市人民医院顺利通过国家
标准版心衰中心认证 ， 成为
国家心衰中心标准版认证单
位 。 此次顺利通过国家级心
衰 中 心 认 证 是 该 院 继 通 过
“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 认证
之后的又一国家级专科评审
认证 ， 标志着该院在提升心
衰规范化诊治的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 心衰综合诊
治能力达到国家级标准水平。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
的严重表现或心脏疾病发展的
终末阶段， 因此， 关注心衰意
义重大 。 自 2020 年 4 月该院
开启心衰中心建设工作以来，
不断推进完善心衰中心各项创

建工作 。 2020 年 7 月 10 日 ，
宁乡市人民医院召开心衰中心
启 动 大 会 ； 2021 年 1 月 15
日， 宁乡市人民医院心衰中心
正式成立 ； 今年 10 月 18 日 ，
心衰中心线上核查顺利完成；
11 月 19 日， 中国心衰中心总
部公布宁乡市人民医院顺利通
过国家标准版心衰中心认证。

为了规范心衰的诊疗， 让
每一位心衰患者都能够得到全
面规范的治疗， 降低心衰的住
院率及死亡率， 在该院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 该院组建多学科
管理团队， 推行分级诊疗和双
向转诊模式， 设立心衰门诊及
心衰病房， 配备各类诊疗设备
仪器 ， 通过整合优质医疗资
源， 实施以心衰指南为依据的
规范化诊疗和规范患者长期随
访管理和教育， 改善预后， 提
高心衰的整体诊治水平。

宁乡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

科是长沙市重点医学专科、 长
沙市名医工作室， 科室医务人
员共 63 人 ， 其中主任医师 3
人、 副主任医师 7 人、 主任护
师 1 人， 目前可开展冠状动脉
造影术、 支架置入术、 药物球
囊扩张术、 冠状动脉旋磨术、
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 心律失
常导管消融术、 心脏起搏器置
入术、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术、
ECMO 植入术等， 其中冠心病
的介入治疗技术在全省同级医
院中处于领先水平， 危重病人
抢救成功率达 95%以上。

宁乡市人民医院心衰中心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初见成效，
但心衰的防控仍然面临巨大挑
战， 该院将以此次认证为契机，
进一步完善心衰管理网络， 规
范救治流程， 不断推进心衰分
级诊疗， 提升宁乡市域心血管
疾病的整体诊治水平， 更好地
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晓晓） “这两本 《祁
东科普知识手册》 《我的健康我作主》 真丰
富， 有政策指南， 还有卫生保健等内容。 再送
我两本， 我带回去， 给院子里的村民学习。”

11 月 18 日， 气温摄氏 10 度， 冬雨夹着
一丝寒意， 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衡阳市祁东
县过水坪镇桑榆社区服务中心门前， 农贸市场
赶集的明远峰村王远仁老人， 在 “疫情防控、
便民医疗、 科普宣传进社区” 活动现场， 下载
了 “中国科普” APP， 还领取了一些健康宣
教、 科普知识手册。

原来， 这是祁东县科协、 县卫生健康局在
这里联合过水坪镇卫生院、 桑榆社区居委会，
开展 “深入宣传常态化疫情防控、 养成文明健
康的生活习惯” 为主题的健康科普 “衡阳群
众” 志愿服务活动。 这天， 40 多名祁东县科
技志愿服务志愿者、 县卫健局医疗科技志愿
者、 过水坪镇卫生院医疗健康志愿者、 桑榆社
区居委会的 “衡阳群众”， 运用播放广播、 赠
送科普健康读本、 扫码注册科普中国 APP 和
反电诈 APP、 健康体检义诊、 有奖问答换取纪
念物品等形式， 为 460 多个赶集过往的群众提
供服务， 受到好评。

这天上午 9 时 30 分， 同福村监测户李祥
念在街上附近工地打工， 会同工友李祥顺， 接
受镇卫生院医疗健康志愿者唐兰、 李怡希为其
开展的血糖、 血压、 B 超、 心电图等方面的免
费检查， 并获取了对应的药品和健康宣教资
料。 他们离开活动现场时， 雨还没停下。 这
时， 过水坪镇卫生院院长张有喜、 党支部书记
卢卫平开车送他们回家。 下车时， 李祥念感激
地说： “一场冬雨一场寒。 你们卫生院的志愿
服务， 好温暖， 好温馨。 感谢你们！”

据悉， 这次活动， 接受政策、 法律、 技术
咨询服务 600 多人次， 安装中国科普和反电诈
APP410 个， 接受健康检查 330 人， 赠送价值
4700 元药品。 整个活动， 在绵绵丝丝的寒雨
中进行， 但充满着无限的温情和暖意， 让群众
感到别样的舒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彭水英 文玲玲） “感谢
党和政府， 感谢计生协， 感谢保险公司， 及时
前来温暖和抚慰我伤痛的心……” 11 月 18 日
上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迁陵镇喜
桥溪社区独生子女家庭陈大茂老人握着县计生
协常务副会长李峥荣的手， 哽咽地说。

陈大茂的儿子陈某成家并生育一子， 独立
成户， 陈某离婚后孙儿随离异母亲生活， 2022
年县计生协为陈某一户一人购买了一份计生家
庭意外伤害保险。

2022 年 11 月 11 日， 陈某上山做工不慎
摔倒， 造成意外伤亡事故。 迁陵镇计生协得知
此事后及时向县计生协报告， 县计生协立即联
系中国人寿湘西分公司保靖支公司、 喜桥溪社
区工作人员就理赔金分配事项进行协商。 人寿
保险公司按照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相关规
定， 启动绿色理赔通道， 及时将理赔资金 7 万
元打到陈大茂的银行账上， 并安排专人与县、
镇、 社区计生协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慰问。

一份小保险， 温暖大爱心。 近年来， 保靖
县计生协坚持把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作
为一项重要惠民工作来抓。 县计生协与中国人
寿保险公司携手落实保险责任， 以 30 元每份
的低额保费护航计生家庭， 维护计生家庭利
益， 增强了计生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成为国家心衰中心标准版认证单位
宁乡市人民医院

一份小保险·温暖大爱心

寒雨中送温暖

���11 月 21 日， 长沙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医疗卫生志愿服务大队组织开
展志愿者活动， 江背镇五美卫生院
医务人员走进辖区特立村， 为中老
年朋友免费开展针灸、 推拿、 穴位
贴敷等项目中医养生理疗， 把中医
理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图为志
愿者向当地村民宣讲健康知识。

通讯员 卢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
员 全睿） 2022 年是全国第十
五个 “安全用药月”， 主题是
“安全用药 同心同行”。 11 月
22 日， “全国安全用药月” 湖
南启动仪式在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吉首市举行。 安全用药
月活动期间， 全省各级药品监
管部门将通过举办全省示范性
III 级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 全省药品检验检测技
能竞赛、 寻找身边最美药师、
药品安全知识系列科普宣传等
多种形式展开宣传， 推动药品
安全社会共治。

启动仪式上， 湖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向
曙光介绍， 药品安全事关群众
健康， 事关经济发展， 事关国
家安全。 “安全用药月” 主要
任务就是普及药品安全知识，
强化药品安全监管， 真正让人
民群众安全用药、 放心用药 。
湖南相关部门也将用心用情守
住药品安全底线， 以实际行动

和实质成效惠及三湘百姓。 一
是严防严管严控药品安全风
险， 提升药品监管体系质量，
加强疫苗和四类药品等重点品
种监管， 夯实企业主体责任，
推动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向纵深
发展，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 二是按照 “四个最严”
要求 ， 一体落实最严谨的标
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
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形成闭
环管理。 建立以 “双随机、 一
公开” 监管为基本手段、 以重
点监管为补充、 以信用监管为
基础、 以智慧监管为支撑的药
品现代监管制度， 特别注意运
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赋能药品
监管， 精确发现每一个风险隐
患 ， 精准落实每一个监管措
施。 三是持续优化药品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 建立产业扶优扶
强机制 ， 支持药品 、 医疗器
械、 疫苗等领域的创新发展，
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培优

做强先进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
产业。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
员、 省药品监管局党组书记秦
继红表示 ， 药品监管部门承
担着保障人民用药安全 、 守
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职责
使命 。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用
药是各级药品监管部门义不
容辞的责任 ， 各级药监部门
要强化监管 ， 织密药品安全
“防护网 ” ； 确保人民群众安
全用药是广大药品生产经营
者的主体责任 ， 广大药品生
产经营者要守法经营 ， 严把
药品安全 “质量关”； 确保人
民群众安全用药需要社会各
界的积极参与 ， 共画药品安
全 “同心圆”。 秦继红称， 欢
迎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到此次
安全用药月活动中来 ， 更多
地了解安全用药知识 ， 共同
促进药品安全领域交流 、 提
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 ，
助推 “健康湖南” 建设。

“安全用药 同心同行” 湖南启动“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

医医疗疗卫卫生生““志志愿愿红红””
护护航航健健康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