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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今
天下午，长沙首届健康生活
节闭幕式暨《2019年长沙市
儿童预防接种部分监护人
调查报告》发布会在长沙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该
报告是首份由疾控部门指
导的关于儿童预防接种监
护人的知性行调查报告。调
查显示，仅11.4%的受访者
对疫苗接种后的常见不良
反应掌握较好，近九成受访
者对于接种后的不良反应
不熟悉。疫苗接种后，常见
的不良反应包括局部红肿、
全身不适、倦怠、食欲不振
以及发热。47.1%的受访者
错误地将过敏性休克或皮
疹也作为常见不良反应的
症状，绝大部分受访者对于
接种后的不良反应不熟悉。

另外，针对学校及托幼
机构易发生的疫苗针对性

传染病，如：流行性腮腺炎、
水痘、流感、手足口病、流脑
等，仅4.7%的受访者能够全
部选择正确；21.4%的受访
者错误地认为哮喘、湿疹类
疾病会通过患者进行传染。
在对受访者的疫苗接种知
识水平满分为100分的测试
中，本次综合平均得分为66.8
分， 说明家长对预防接种的
认知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0.9%的受访者对预防接种知
识不了解； 基本掌握及熟练
掌握的受访者占67.3%。

“这个数据意味着，长沙
的家长们对孩子的疫苗知识
掌握程度，刚刚及格。”长沙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
张瑛坦言， 调查中显示，男
士们对孩子预防接种知识
掌握程度远远低于女性，他
们的相关知识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 ■记者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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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11 执 3987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刘碧铁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大市场内
B2 栋 206 号的房屋、相对应的
编号为：长国用（2008）第 0173
5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703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刘雅丽名下坐落于长沙
市芙蓉区人民东路 516 号西街花
园 B25栋 202号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09）第 063833 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389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王艺尊名下位于长沙市
（赤新路胡家垅）华达家园 00
4栋 701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05）第 049715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柴晓利不慎遗失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证书编码：A10111000
000001243，声明作废。

◆匡梓涵（父亲：匡孝维，母亲：郭
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240927，声明作废。

◆王玥遗失护理毕业证，证号：补
字第 2001216880，特此声明。

◆叶思帆遗失护士执业证，编
号 201843005612，发证日期：
2018年 5月 18日，声明作废。

◆肖湘祁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
426197701236217，声明作废。

◆胡姣(女,身份证号码 43012219
8711124027) 系丰盛苑项目拆迁
户,遗失指标 82.5m2,指标编号:望
征证【2018】6350号,声明作废。
◆徐智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200759,特此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姚兴伟遗失报到
证 200610536205405，声明作废。

本报12月30日讯 近日， 省医
疗保障局组织启动“湖南省医疗保险
特殊药品使用管理续签约” 工作，47
种治疗重大（罕见）疾病的药品经过
续签后纳入我省特药供应保障通道。

此轮续签的药品主要包括部分
国家新版《药品目录》“协议期内药品
部分”中治疗重大（罕见）疾病临床必
须、疗效确切、价格昂贵、治疗周期长
的治疗性药品和我省原特药目录中
的药品，重点是各类抗癌靶向药品。

其中，在国家协议期内的17种抗
癌药， 可申请续约至2020年12月31
日。国家谈判成功的我省原特药12个
药品，在提供新的管理服务承诺及其
他惠民措施后，可申请续约至2021年
12月31日。我省原特药品种现已进入
国家新版《药品目录》乙类部分，国家
未谈判价格的13个药品，在提供管理
服务承诺及其他惠民措施后，可申请
续约至2020年6月30日， 并可同时申
请参与2020年我省特药谈判。我省原
特药品种，国家谈判未成功，未进入
国家新版《药品目录》的5个药品，按
照国家规定，可申请6个月的过渡期，
续约至2020年6月30日。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邓洁云

发布会现场，省文旅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肖凌之介绍，元旦、春节
期间，全省各文艺院团将开展舞台
演出400余场，包括湘剧、花鼓戏、
木偶皮影、音乐会、杂技等10余个
剧种或演出形式。 由文旅厅主办、
省直院团担纲演出的“幸福节日”
惠民演出季将举办18场精彩演

出，其中，元旦期间5场、春节期间
13场。

2020年1月1日， 由省文旅厅
主办的“走向美好生活”湖南省文
艺轻骑队“精准扶贫”优秀作品巡
演将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县十八洞村启动，并陆续走进新
宁县、宁远县和醴陵市。

12月29日，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组养老服务技能、英语口
语、传感网应用开发、电子商务技能四个赛项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开
赛，来自全省64所高职院校426名参赛选手、指导老师、裁判专家等参赛。
其中养老护理技能赛项是首次列为省赛项目，备受关注。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喻寒兵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30日讯 近日，湖
南省体育局开展了2019年“优秀
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标兵”评选
活动，并于今晚在湖南体育职业学
院大礼堂颁发了相关奖项。值得一
提的是，这是湖南体育近四十年来
首次进行此类奖项评选。

本次评选活动有赛艇运动员
张亮、羽毛球运动员贾一凡、举重
运动员廖秋云、 举重运动员谌利
军、皮划艇运动员周玉、摔跤运动
员周倩被评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
标兵”；“优秀运动队教练员标兵”
则为赛艇教练员宋良友、举重教练
员周继红、 羽毛球教练员丁楠、跆
拳道教练员晏营。

目前，6名获奖运动员都在国
家队训练， 以备战2020年东京奥
运会。虽未能亲临颁奖现场，但他
们仍然传回了视频，表示将以此奖
项为鼓励，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坚
持拼搏、努力训练，争取好的成绩。

2019年， 虽未有国际综合性

的体育大赛，但仍然是体育湘军收
获的一年。这一年，湖南体育健儿
在举重世锦赛、赛艇世锦赛、羽毛
球苏迪曼杯等重要国际赛场上共
斩获8个世界冠军， 打破一项世界
纪录。展望东京奥运，我省目前共
有35名运动员在各项目国家队集
训备战。这一年，我省还收获了11
个亚洲冠军和70个全国冠军。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 ，
2019年， 湖南新添了6个体育公
园、40个健身驿站、30个社区多功
能健身场地、500个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80余场群众喜爱的健身盛
宴贯穿全年；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关于健康湖南行动的实施意
见》， 并启动实施健康湖南行动；
省体育局、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
10个委、厅、局联合发布《湖南省
潇湘健身步道工作方案》， 拟于
2030年前在全省范围内建设6万
公里健身步道……

■记者 叶竹

元旦春节玩什么？ 数千场活动等你来
湖南派发“文旅年货” 5条自驾游精品线路、“新春文博大餐”让你玩尽兴

元旦、春节假期的脚步临近，如何让市民和游客在湖南看
得过瘾、吃得安逸、玩得尽兴？12月30日上午，省文旅厅发布
2020年元旦春节湖南文旅惠民活动，数千场活动将提供一系
列文化旅游惠民大餐。

我省35名体育健儿备战东京奥运

我省启动医保特殊药品使用管理续约工作
47种药品续签后纳入特药供应保障通道

孩子疫苗接种知多少？长沙家长们“刚及格”

调查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周东平 何璐琪

红色游、自驾游、乡村游一直
是重大节假日的旅游热点。

元旦、春节期间，韶山滴水洞
景区将开展门票优惠， 凡是2020
年1月1日、25日生日的游客，持有
效证件可享受免票参观福利，随同
人员可享受门票8折优惠； 湖南省
自驾旅游协会设计了张家界慈利
万福温泉-朝阳地缝自驾游、怀化
溆浦枫香瑶寨-思蒙自驾游、 郴州

汝城温泉自驾游、郴州五盖山滑雪
自驾游、 湘西边城芙蓉镇自驾游5
条精品自驾游线路；娄底双峰双源
村安排了舞龙狮、 腰鼓等民俗表
演；永州江永勾蓝瑶寨安排了元旦
洗泥晚宴……

当天发布会上， 省文旅厅还重
点推荐了十大特色文旅小镇的“年
文化”活动、南岳春节庙会“火文化”
活动和张家界的冬季优惠活动。

元旦、春节期间，全省156家
博物馆、纪念馆将推出330余场展
览和其他文化活动， 通过举办展
览、开展公众教育活动、民俗年俗
展演、红色故事宣讲以及展览进校
园进社区、灯谜竞猜、文化大讲堂
等多种形式， 向社会公众奉献“新
春文博大餐”。

同时，今年春节，全省将开展

“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活动，
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准备了300
余项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内涵丰
富的非遗宣传展示展演和民俗活
动，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节
日氛围。 包括全省非遗成果展、株
洲炎帝陵祭祖祈福、岳阳汨罗市长
乐镇第八届民间文化旅游节、第三
届湖南·湘阴民俗文化旅游节等。

看舞台艺术演出，文化惠民活动应接不暇

享“新春文博大餐”，过“非遗传统大年”

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推5条自驾游精品线路

养老护理人才
“拼技能”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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