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本报10月13日讯 今天上午，
湖南省儿童医院危重病医学一科，
各种医疗仪器围绕的病床上，8个
月的多多（化名） 正在接受治疗。
“宝宝是因为败血症在这里救治。”
该科室总住院医师宋宇雷，正在检
查他的治疗情况。

“不该给孩子挤脓包的。”多多
妈妈愧疚不已，因为孩子的败血症
是家人给他挤身上的脓包引发的。

多妈告诉记者，国庆节期间，
多多后脑勺长了两个脓包， 情况
比较严重， 在某基层医疗机构进
行诊治， 医生建议通过切开脓包
引流的方式来治疗。 但家人决定
先回去吃药， 如果脓包自行消了
就不用引流。

不料，多多后脑勺的脓包越来
越大， 家人便自己用酒精消毒，帮
他挤脓。“我们小时候也经常长这
样的脓包，挤了也没事啊。”多妈表
示，挤完后多多的脓包好了，但是
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一直高烧40

多度都退不了，右脚还出现严重红
肿。惊慌的家人带着多多到了湖南
省儿童医院进行检查。医生抽血检
查发现，孩子血象很高；而血培养
中， 发现了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
被确诊为败血症，进入该院重症医
学科进行救治。

案例虽小， 但警示意义却大。
宋宇雷表示， 多多所患的败血症，
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治疗，可能引起
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甚至造成器
官受损，危及生命。宋宇雷提醒，婴
幼儿的抵抗力低下，出现脓包、皮肤
溃破的地方， 家长一定要注意处理
的方式， 建议到具有相关卫生条件
的机构处理，避免感染一些细菌。

■文/视频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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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支付
我省多部门联合出台新规：中药配方颗粒不得在医疗机构以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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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3日讯 “以
前一下雨， 河水就变浑浊，
水位降了还有臭味。现在下
雨，河水清澈好多，也没臭
味了。” 圭塘河作为长沙唯
一城市内河，点滴变化都牵
动不少人的心。10月13日，
在井塘段城市双修及海绵
示范公园散步的温先生，说
起圭塘河的变化很是欣喜。
对于变化原因，要归功于长
沙市雨花区完成的3个智能
化排口。

上午10时许，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设立在井塘段城
市双修及海绵示范公园内
的圭塘河流域智慧水务中
心看到，各个排口的情况都
显示在智慧水务系统的监
控中。

通过智慧水务系统，不
再需要人工巡河，工作人员
在电脑前轻点鼠标，这个超
级“大脑”就能对水体水质、
雨量、水量进行监测，还能
通过云计算平台，合理调控
截留坎的高度，调节雨季内
涝与雨污合流水入河的风
险。

长沙市雨花区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许成介绍，2017年底，

长沙雨花区对圭塘河76个
合流制排口设置截流坎、截
污井，实现了晴天污水不下
河。 但由于截流坎高度固
定：坎过低，降雨量大时，易
造成高浓度雨污合流水溢
流入河，造成圭塘河浑浊和
污染；坎过高，把原本该泄
洪的低浓度雨污合流水
“拦”在门内不能入河，还可
能造成内涝。

2018年，雨花区以石碑
大港排口为试点，启动智能
化排口改造。今年，雨花区
投入1200万元对其中3处大
型排口进行智能化改造，于
7月正式运行。据介绍，这是
长沙市首个综合型智慧水
务平台，实现了晴天污水不
下河、小雨不溢流、暴雨不
内涝，“现在，圭塘河井塘段
水质达到了Ⅲ类水质标
准。”许成说。

除了对排口进行智能
改造，圭塘河沿线13个排口
还进行了合并， 集中到4个
蓄水池和6个生态滤池，通
过生物手段对污水进行净
化后再排放，解除了这些污
水对圭塘河的威胁。

■文/视频 杨洁规
通讯员 周晶如

本报10月13日讯 今天，湖南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官微上发布
了《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南
省中医药管理局、 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关
于加强湖南省中药配方颗粒管理
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规范
我省配方颗粒的生产供应和临床
使用， 并支持将中药配方颗粒纳
入省级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我省将支持中药配方颗粒
纳入省级医保基金支付

根据《意见》，省药监局负责
我省中药配方颗粒标准的制定、
生产备案管理、 委托配送等的监
管。 省医保局负责我省中药配方
颗粒的医保目录准入、 支付管理
和医保监管。 省卫健委和省中医
药局牵头负责我省中药配方颗粒
临床使用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建
立药监、中医药、卫健、医保等多
部门的协同机制，形成合力，支持
我省中药配方颗粒规模化生产和
临床规范使用， 促进我省中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将支持中药配方颗粒纳
入省级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中药
饮片品种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的， 省医保局可综合考虑临床需
要、基金支付能力和价格等因素，
经专家评审后将与中药饮片对应

的中药配方颗粒纳入支付范围，并
参照乙类管理。

中药配方颗粒
不得在医疗机构以外销售

《意见》规定，自2021年11月1
日起，不具有国家药品标准或湖南
省药监局制定标准的中药配方颗
粒不得在我省上市销售，中药配方
颗粒不得在医疗机构以外销售。省
药监局应当加强对中药配方颗粒
生产企业的事中事后管理，对中药
材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实施延伸
检查，加强对全省生产、使用的中
药配方颗粒质量抽检和监测。省医
保局应当加强对中药配方颗粒医
保支付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对违
规支付行为进行处理。省卫健委及
省中医药局应当加强对医疗机构
中药配方颗粒处方调剂及合理使
用的监管，确保中药传统饮片的主
体地位。

我省鼓励中药配方颗粒生产
企业与中医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开展对中药配方颗粒的基础研究，
比较中药配方颗粒与相应的传统
饮片组成的标准汤剂，单煎与合煎
产品的指标吻合度，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生产企业要确保中药配方颗
粒所用药材来源可溯， 质量可控，
多用湘产道地药材。

■记者 李琪

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地质中学旁有
两室一厅房子出租， 精装修，家
电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遗失声明
德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邵
阳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
公室开具的武冈市中医医院住
院综合楼建设项目工程建设工
程投标保证金缴纳证明， 金额
捌拾万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臣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 20
00 万元减至 300 万元，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要求公司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陈胜
伟，电话：13907318714

减资公告
平江沃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
由 100 万元减至 10 万元。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
求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宋
吉平，电话 13135303131

◆潘庆华遗失湖南非税收入电
子缴款收据一份，票据字轨：湘
财通字（2020），编号：389719
6240，声明作废。

◆朱江武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
电子缴款收据两份，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2019），编号 321625
8697、321625870X,声明作废。

◆石修云遗失专职律师执业证一
本 ，执业证 号 14301201110660
959，流水号 10706094，声明作废。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7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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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近年来，“固收+” 基金以稳健打
底兼顾提升收益的优势成为市场上
炙手可热的产品，但实践证明并不是
所有固收+都能持续为投资者带来可
观的收益，今年以来，“固收+”基金操
作难度提升、 业绩呈现两极分化现
象，不过经得住市场考验的产品仍能
创造长期稳健的回报。 从Wind最新

发布的三季度公募基金中长期业绩
榜单来看，国联安“鑫”系列产品再次
以优异的业绩榜上有名，其中国联安
鑫发A和国联安鑫乾A分别以50%和
49%的三年收益位列固收+长期业绩
榜第10�和第12， 硬核投资实力再度
彰显。

经济信息

本报10月13日讯 10月12日
下午，长沙市推进“三高四新”战
略暨投资环境（深圳） 推介会举
行，近300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先
进制造、金融、科创、现代服务等
领域嘉宾出席， 现场共有51个项
目签约， 总投资623亿元。 本次
推介会湖南湘江新区全域共有25
个项目签约， 总投资额达330亿
元。其中，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迎
来了深业产城融合综合体、 中科
创新广场、 梅溪湖中轴产业综合
体等4个项目，产城融合再添加速
度。 医疗健康产业是梅溪国际
新城二期核心产业， 将打造一个
集医学研发、健康管理、康复养老
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医疗健康
城。 深业产城融合综合体项目将
聚集一批生物医药、医疗信息化、
金融科技、 电子信息、 新材料产
业； 中科创新广场将重点对生物
医药、中医药、医疗器械和健康服
务产业的企业进行导入和培育。
此外， 湖南金融中心将迎来滨水
TOD城市综合体———长沙湘江之
芯产业综合体， 该项目集金融集
聚区、超高层商办、创意商办、购
物中心、滨水商业、人才公寓、高
端住宅、游轮码头于一体。游轮码
头将开发运营湘江游轮项目，市
民朋友将有机会在湘江西岸登上
游轮，享受江风拂面、纵览一江两
岸的美景。 ■记者 周可

湘江新区牵手大湾区
揽资330亿元
湘江西岸将添游轮项目

圭塘河治水用上“黑科技”
3个智慧排口“上岗”，水质升级

国联安鑫系列“双星”长期业绩闪耀

宝宝患上败血症，只因家长给他挤了个脓包

大图：井塘段城市双修及海绵示范公园。小图：工作人员在智慧水务中心操作，各排口
情况一目了然。 记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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