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26日讯 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开展统
筹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村危房
改造试点工作和合理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建设
的意见》。

根据《意见》，在农村危房
改造方面，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无房户和D级危房户、其他符

合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帮扶政
策的特困农户，按5万元/户进
行补助。其他D级农村危房改
造和C级农房修缮加固， 补助
费用分别在1.5万元-2.5万
元/户、0.5万元-1万元/户的
标准范围内，由市县根据农户
情况进行补助。

■记者 周帙恒

农村危房可获最高5万元/户补助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 在邵
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上， 刘事青以466票满票当
选为邵阳市市长。并在大会上进行
了就职宣誓和发表讲话。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实习记者 何荣

刘事青满票当选
邵阳市市长

本报4月26日讯 昨日下午，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大会。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韩永文
要求，省人大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
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扎
实有效抓好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以学习教
育的良好成效，为推动全省“十三
五”开好局起好步。 ■记者 吕菊兰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
“两学一做”学习大会

4月25日，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双星小学，小朋友们参与商标识别活动。当天，长沙市芙蓉区启动主题为“建
设知识产权强国·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唐俊 王华 摄影报道

对上班族而言， 父母的
赡养一直是件头痛的事，若
是老人患上了慢性病、 易复
发病等疾病，将其送到医院，
康复这块又得不到好的护
理，可送到养老院，那里的医
疗条件也不让人省心， 最终
只得家庭、 医院和养老院来
回奔波。

为解决这一难题， 我省
经过两年的探索， 摸索出了
医院与养老机构融合型、社
区嵌入与居家服务型的医养
融合的模式， 并佐以相关配
套政策， 来确保养老服务业
在新常态下实现新的经济增
长点。 近日， 记者走访了长
沙、湘潭等地，探索了湖南养
老服务业的医养融合养老模
式。

医院与养老院互补短板

长沙市第一福利院在我
省率先探索了医养融合的模
式， 在养老院开设内科、外
科、老年痴呆科、康复科、门
诊、 临终关怀室等老年病科
室，实现了“以医助养，以养
带医” 的医养结合的一体化
模式。

一些城市内过剩的公立
医疗资源也通过整合， 让部
分一级或二级医院（包括厂
矿医院） 直接转型为医养结
合服务机构。 湘潭市第六医
院就是其中的“侥侥者”，是
“部省共建” 的养老示范项
目。该院重抓老年病专科，打
造当地一流的康复医学科，
并为入住老人们提供各类文
娱活动， 特别是为临终关怀
老人提供专业的姑息治疗，
让老人能有尊严地走完生命
的最后历程。

除了机构的融合， 双方
还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各取所

需。 双方在开通预约就诊绿色
通道后， 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
人突发疾病、大病时，可第一时
间到合作医院得到专业便捷的
救治。另外，养老机构担当医院
的病房功能， 医院的医师和护
士到养老机构对患病老人进行
医治，免去老人的奔波之苦。

在家门口享受医疗与养老

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下实现
居家养老， 是大部分老人的心
声， 如何推动医疗和养老在社
区及居家层面的结合， 成为了
开展医养结合的重要着力点。

长沙推行的“普亲模式”正
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通过扎
根社区， 定向为失能失智老人
开展专业化护理，并与周边一、
二级医院合作， 时常开展上门
看诊、健康查体等服务，还与医
院建立相互转诊制度， 开通预
约就诊绿色通道。

另外，康乃馨的“1+N”养
老模式， 也为社区养老提供了
方便，依托其本部的医疗资源，
康乃馨在长沙各个社区铺设分
支， 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
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 保障
社区养老服务对象的医疗卫生
服务需求。 在长沙市雨花区侯
家塘街道韶山路社区老年养护
中心， 老人在仪器设备前输入
自己的身体信息， 康乃馨医院
的医生则通过智慧养老信息平
台对其进行在线远程体检和医
疗服务。

此外， 养老服务组织还通
过“互联网+” 等网络信息方
式， 如长沙市雨花区的康乐年
华， 就是通过搭建居家老人与
医疗卫生机构沟通平台， 与老
年人家庭建立签约服务关系，
开展上门诊视、健康查体、保健
咨询等服务， 较好地保障了老
人的医疗和康复。 ■记者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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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株潭试验区多年
探索，我省生态文明改革形成
了一批经验和成果，得到了全
社会的普遍认可。省政府新闻
办4月2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我省首批31个生态文
明改革创新案例。

首批生态文明改革创新
案例包括，长沙市节约集约用
地机制创新与节地模式等10
个示范类案例，省林业厅建立
健全全省林权交易服务体系
等21个突破类案例。

为加强成果总结推广工
作，去年2月省长株潭试验区管
委会下发征集案例通知， 面向
省直部门、地方政府、群团社会
组织征集全省生态文明改革经
验和成果， 共收集到申报和推
荐案例84个， 案例涵盖10个市
州、相关省直部门及企业。在经
过严格评审并对社会公示后，
去年12月底我省确定首批31个
生态文明改革创新案例名单。

“这些评选出的案例，是
对试验区第一、二阶段改革建
设及近年全省生态文明改革
的一次盘点，也是全国第一个
生态文明改革、全省第一个改
革专项案例评选。” 长株潭试
验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宋冬春表示。

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秦国文在点评此次发布的31
个案例时指出， 这些案例强化
问题导向和体制机制创新。入
选案例都是针对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或与老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比如节
约集约用地、污染治理、老工矿
区生态修复、 城乡环境同治等
资源环境问题， 积极寻求破解
之策。 多项案例在提出解决对
策时，突出体制机制的创新，不
论是方案设计还是启动实施均
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不仅务实，
而且可复制，可推广。
■记者甄荣见习记者吴虹漫

本报4月26日讯 “各地
各部门要把‘设计图’， 变成
‘施工图’，扎实推进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 今天上午，《国务
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下
称《意见》）宣讲报告会在长沙
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何志敏出席会议，并结合相关
实例，从《意见》的出台背景、
总体思路和核心要点以及如

何贯彻实施《意见》部署等方面
进行了宣传解读。

何志敏重点解读了知识产
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实行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海外
布局和风险防控等《意见》主要
政策。他说，湖南建设知识产权
强省基础良好， 鼓励在长株潭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各类园
区试点推广综合管理模式。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生态文明改革创新
我省出炉31个案例

要把“设计图”变成“施工图”
我省举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政策宣讲报告会

我省大力推广医养融合养老模式 养老院和医院互补

老人社区养老，医疗、护理两不误

目前，全省有153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设了老年病
科，11个市州、16个市县的21家养老机构开展医养融合模式
试点。除了制定各种相匹配的政策措施，我省还要求养老机
构建设须具备医疗康复功能。

省民政厅厅长段林毅表示，“十三五”期间，湖南将逐步
形成医疗卫生资源与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有效
融合，到“十三五”末，养老护理型床位达到30%。

“十三五”末养老护理型床位达三成

规划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 由共
青团省委宣传部与学校部共同主
办的“WO爱社团”2015年度湖南省
高校“百优十佳”学生社团出炉。

经筛选后共有来自全省90余
所高校388个社团参与最终网络投
票环节，活动共吸引14万人次参与
投票。最终评选出中南大学龙狮协
会、湖南大学英语口语协会、湖南师
范大学三元学社等为“百优十佳”社
团。 ■记者 柳丽娜 通讯员 周恬静

我省高校“百优十佳”
社团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