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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8日讯“最美的
语言， 我们的母语， 普通话。”
今天，以“普通话诵七十华诞，
规范字书爱国情怀” 为主题的
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
周湖南省开幕式在湘阴举行。
从今日起，全省各地将围绕活动
主题开展多种推广宣传活动。

目前， 全省普通话水平年
测试量突破45万人次， 再创历
史新高，位居全国前列；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南项目一期
工程历时四年即将圆满收官，国
家立项总数位居全国首位。特别
是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
于去年在长沙举办， 重要成果
《岳麓宣言》 在人类语言多样性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
式的重要意义， 彰显了中国元
素、湖南特色。 ■记者 刘镇东

民政部16日发布消息， 近日，
民政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出
台意见，将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
设施改造提升工程，进一步加强特
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管理。（9月
17日 央视网）

从意见内容来看，整个“工程”
大概分三步走：一是从今年开始进
行设施、配置、管理等方面的改造
提升；二是到明年年底前，强化失
能、 部分失能特困人员的兜底保
障；三是2022年底前，确保每个县
（市、区）至少有一所县级供养服务
设施，建成科学、均衡、完善的农村
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络。

这个意见的出台，无疑是有时
代背景的。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
的加剧， 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
越多， 其中就包括了失能特困人
员的供养问题。 前几年上海财经
大学进行了一个“千村调查”，调
查显示， 从政府部门提供的救助
来看，有49%的行政村未提供养老
服务或福利；失能老人中，仅有不
到两成的人获得了政府的现金补
贴。可以说，越往下走（县、乡、村）
失能人员的照护服务越得不到保
障。但矛盾的是，比起传统的疾病
治疗， 对于患有慢性病或身体机
能退化的人而言， 其长期护理的
需求比医疗救治需求更基本、更

迫切，也因此，失能、部分失能特
困人员更需要政府为其提供这一
基本保障。

目前我国在基层失能特困人
员的供养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包
括：基层失能特困人员，尤其是失
能老人规模庞大———已超过4000
万；其次，经济能力成为制约失能
特困人员生活照护的重要因素，大
部分失能人员没有享受到国家规
定的福利；再次，养老、照护服务业
落后，资金不足、护理设施和护理
人员缺乏， 这其中尤以专业护理
人员缺乏的问题最为突出。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对
失能特困人员的供养能力的提升，

此次意见的出台正是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将日益庞大的农村老年
失能、部分失能特困人员切实纳
入到制度保障中来，免除他们的
后顾之忧。而对于如何解决现实
困境，很显然，这些年已经针对
性地开展了相关工作，如推进特
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社会化改
革、 鼓励社会力量进入该领域的
运营、培养志愿者队伍等等，这些
都是实打实的举措。

当然， 在供养服务推进的过
程中，还有好多需要改进的，比如
怎样使失能特困人员的长期照护
需求转变为有保险给付支持的有
效需求， 让保险来解决个体的经

济能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
在全面铺开供养机构建设的同
时， 也要考虑如何去转变一些底
层失能人士的观念， 让他们更顺
利地接受一种全新的供养服务和
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未来需要面
对和解决的。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失能特
困人员的现实困境正在政策的照
拂下有望得到改善，给他们的人生
一个春天，也是解决“失能、半失能
特困人员对护理服务的迫切需求
与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区域发
展不平衡、供养服务供给不充分之
间的矛盾”的必然之举。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9月18日讯 今天，记者
从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
局了解到，全省1至8月共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1820份，处罚金额
共10980.31万元。

据悉，市州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数排前三位的是长沙市（584件）、
永州市（205件）、岳阳市（161件）。

市州处罚金额排前三位的
依次是长沙市2242.24万元、岳
阳 市 1365.98 万 元 、 娄 底 市
1324.25万元。

县市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数排前三位的是长沙县（228件）、
浏阳市（226件）、祁阳县（82件），县市
区罚款金额排前三位的是浏阳市
（1408.44万元）、花垣县（928.20
万元）、新化县（407.40万元）。

另外，全省1至7月办理《环
保法》 配套办法等五类案件共
285起，其中按日计罚1起、查封扣
押136起、限产停产18起、移送拘
留130起、 涉嫌污染犯罪移送公
安机关30起。 ■记者 和婷婷

解决供养服务，给失能特困者一个春天

全省普通话水平年测
试量突破45万人次

1至8月湖南生态环境执法总罚金超亿元
共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1820份

9月18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截至9
月5日，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年
夏季攻势”10大类问题中，1256项
具体任务已完成829项。其中，9月
30日前，应完成的1081项，已完成
793项；12月31日前，应完成的175
项，已完成36项。

记者获悉，10大类任务中，

长江、 湘江干流入河排污口排
查及查实问题整治， 城镇黑臭
水体整治， 城市建成区建筑施
工工地落实扬尘防治“六个
100%”，长株潭地区及大气传输
通道城市锅炉、窑炉提标改造，
自然保护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整治等5大类任务达到时序进
度。 ■记者 和婷婷

“2019夏季攻势”战报：1256项任务已完成829项

本报9月18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医疗保障局、 省卫生健
康委等单位获悉， 我省日前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障
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将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
保”）门诊医疗管理，提高城乡
居民门诊医疗保障水平。

好消息是， 门诊医疗保障
筹资标准和居民门诊待遇均有
提高。 普通门诊统筹基金筹资
规模提高至当年城乡居民医保
基金总额的10%（提高了3个百
分点）；特殊病种门诊基金筹资
规模控制在当年城乡居民医保
基金总额的8%。参保居民在协
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时，
政策范围内门诊医疗费用不设
起付线（也就是报销门槛），支
付比例70%。

《通知》指出，各地要将我
省已经明确的高血压、 糖尿
病、 慢性肾功能衰竭等43个
特殊病种按规定纳入医保基

金支付。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以内，遵循门诊诊疗规范和用
药范围的前提下，特殊病种门
诊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支付
比例70%； 原支付比例高于
70%的部分特殊病种，可继续
按原标准执行。

据悉，我省将探索建立规
范的常见慢性病管理服务模
式。参照国家政策 ，按照“定
病种、定药品 、定额度 ”的原
则，研究制定常见慢性病门诊
诊疗规范，合理确定用药范围，
明确医保支付标准， 简化申报
审核程序， 让参保居民常见慢
性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门
诊有保障。

《通知》要求，实行个人（家
庭）账户的统筹地区，应于2020
年1月1日起取消个人（家庭）账
户， 全面实行普通门诊统筹。
2022年底前，原个人（家庭）账
户累计结余资金可以由参保居
民家庭成员按原规定继续使
用。 ■记者 段涵敏 刘银艳

通讯员 周花燕 黄圣平

我省完善医保门诊医疗保障政策 将探索建立规范的常见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

43个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可报销70%

国务院印发决定
对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的产品
推动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调
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
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
革。《决定》明确，在近年来大
幅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基础上， 今年再取消内燃机、
汽车制动液等13类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将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设备与无线广
播电视发射设备2类产品压减
合并为1类， 对涉及安全、健
康、环保的产品，推动转为强
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认证费用

由财政负担。经调整，继续实
施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由24类
减少至10类。

《决定》提出，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要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
体责任， 强化信用监管和约束
手段， 对以欺骗手段取得生产
许可证的企业，依法严肃处理。
研究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和奖励
举报制度， 对恶意违法行为严
惩重罚。 企业要切实承担质量
安全管理责任， 建立健全产品
质量验收、 检验检测和售后服
务等制度， 确保产品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

■据新华社

“欢乐潇湘”
全省群众
文艺汇演举行

9月18日晚，演员
在表演《国歌嘹亮》。当
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欢
乐潇湘”全省群众文艺
汇演在长沙梅溪湖国
际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