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孙
敏坚 通讯员 施泉江） 省委
近日任免了一批干部。

任命施亚雄同志为省委
副秘书长， 免去其省委办公
厅副主任职务；

任命卿立新同志为省委
副秘书长（兼）；

任命胡振荣同志为省档
案局（馆）党组副书记；

免去黄美春同志的省档
案局（馆）党组副书记职务。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敬奕步） 今天，
台湾爱盲协会和省红十字会
在长沙签署“曙光计划”，首批
计划 9月份为我省常德市近
2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施
行复明手术。 省红十字会名誉
副会长董志文向台湾爱盲协
会颁发“光明使者”铜牌。

成立于 1973年的台湾爱
盲协会，是台湾一家专业从事
眼科白内障义诊的慈善机构，

建立至今一直致力于两岸贫
困白内障患者的复明事业。 此
次 “曙光计划 ”该协会向我省
红十字会免费捐赠300枚美制
优质人工晶体以及相关药品，
价值合计人民币约150万元 。
据悉，协会还将组织台湾的眼
科专家携带相关医疗器械来
到湖南 ， 为白内障患者免费
实施复明手术 ， 贫困白内障
患者可咨询当地红十字会进
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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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
员 施泉江）创先争优活动开展2年多来，
全省卫生系统紧紧围绕医药卫生改革发
展大局，坚持以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
群众满意为主要内容， 切实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更加安全、方便、
有效、 价廉的医疗服务， 让群众看得上
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新农合20类大病救治有保障
【事例】

今年2岁8个月的胡燕洋来自益阳一
个贫困家庭，7个月大时她被确诊为先天
性室间隔缺损，近3万元的手术费让全家
犯了难。今年8月9日，在省儿童医院的帮
助下， 小燕洋免费实施了先天性心脏病
手术，目前术后恢复良好。 “住院手术没
掏一分钱，真不敢想象这是真的。 ”父亲
胡爱国兴奋地说。
【做法】

省儿童医院通过开展“免费医疗救治
工作”，免费为982名患儿实施先天性心脏
病手术，减免费用1964万元；为61名白血
病患儿补助治疗费用834万元；通过“微笑
列车”救助基金，免费为1023名患儿实施

了唇腭裂修复手术，减免费用327万元。
【延伸】

为缓解农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
题， 我省不断加大新农合重大疾病救治
保障力度。 目前，儿童先心病、儿童白血
病、乳腺癌、农村聋儿人工耳蜗植入抢救
性治疗等20类大病都已纳入全省大病救
治保障范围， 住院费用规定报销比例也
提高至80%以上。 据统计，全省享受到大
病救治政策的受益者已有12余万人次，
新农合补助支出近6亿元。

门诊就医等待时间缩短近一半
【事例】

来自广东湛江的龙江莲， 慕名来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心脏瓣膜置换
术。 8月13日，成功完成手术的她在准备
出院之前，轻松预约到了8月18日的复诊
号。 龙江莲高兴地说：“要不是有了这复
诊预约，我得提前一天从广东赶过来，现
在可省了不少心！ ”
【做法】

2010年， 湘雅二医院提出 “预约诊
疗，简化流程，优化服务”，开通了网络预
约、自助挂号机预约、银行卡预约等7种

预约方式，实行24小时连续挂号服务，预
约号源开放到70%，周期延长至2个月。今
年1-6月， 就有41万余名患者成功预约，
占总门诊量的46.25%。
【延伸】

到大医院看病， 挂号排队、 检查排
队、看病排队，常常让人等得“头疼”。 为
了切实改善群众看病难、看病累、看病烦
问题，我省出台措施，规定全省所有三级
医院全部实行院内诊疗服务 “一卡通”，
门诊挂号等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交费、
取药等候时间均不超过10分钟。 据统计，
全省48所三级医院通过电话、 网络等多
种形式实现门诊预约率30%以上，其中专
家门诊预约率达50%，门诊患者就医等待
时间缩短近一半。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事例】

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镇街洞村的雷
大爷今年75岁 ，行动不便 ，家庭困
难，近15年来从未到卫生院接受检
查和治疗。 今年5月，联村医生张斌
上门为他进行检查，查出老人患有
高血压和冠心病。 经过张斌半年多

的治疗和保健后，雷大爷病情好转，他逢
人便说：“我也跟城里人一样， 有了自己
的‘健康顾问’! ”
【做法】

2009年10月起， 郴州市苏仙区推出
了“医生联村”制度，每个村都有一个以
上负责联系、出诊的医师。 目前，全区共
有748名乡镇卫生院医生与175个村 “挂
钩”， 为群众建立纸质健康档案14.4万余
套、电子健康档案13.5万份，为4.1万名农
民群众免费提供了健康体检。
【延伸】

全省积极开展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
农村医疗制度宣传、健康教育、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 村卫生室建设和乡村医生培
养培训等工作， 不断提高农民群众健康
水平。 截至2011年12月，全省城乡居民规
范化电子建档人数达到3642.25万人，建
档率52.04%， 逐步实行了居民健康档案
的信息化管理。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成果展示

省卫生系统：
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省委任免一批干部
施亚雄卿立新任省委副秘书长

台湾爱盲协会来湘
开展“曙光计划”

首批为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

（紧接1版②） 以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
为重点，创新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以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为重点， 创新金
融体制机制。

两型社会建设， 湖南向全国人民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全国转方
式、调结构闯出一条新路：增长动力从
依赖投资到创新驱动；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信息化 ，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 成为两型试验区发
展的路径选择。

两型社会建设， 我们也收获着沉
甸甸果实 ：“后发力量 ” 全面释放 ，全
省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经济总量连续
多年稳居全国前十位， 农业大省正在
摘掉工业弱省、财政穷省的帽子，这几
年已成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
快、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最显著、城乡环
境质量最优良的时期之一； 两型社会

建设的巨大磁场， 吸引了国内外生产
要素向湖南流动，一大批世界500强企
业纷纷来湘落地生根， 三湘大地成为
投资兴业的热土。

两型社会建设的成绩，更写在百姓
的笑脸上。 “绿心”昭山山清水秀，湘江
风光带如诗如画，“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长
株潭已成为宜居宜业的理想家园。

两型社会建设带来的深刻变化 ，
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种更
安全、更环保、更清洁、更高效、更持久
的财富创造方式， 一种更加关注人的
生存权利和维护代际公平的发展模
式，一种致力于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
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其
深刻影响既体现在发展速度上， 也体
现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路径、发展的
动力和发展的民生价值取向上； 不仅

功在当代，更利在千秋；不仅造福全省
人民，更是对人类的贡献。

“前无古人 ”的两型社会建设 ，第
一阶段任务已全面完成。 敢为人先的
湖南人，已步入两型社会建设深水区，
一系列的挑战在等着我们： 产业分工
的合理布局、循环经济的有效衔接、生
态环境的联防联治，亟待加强；资源性
产品价格改革、 环境资源市场体系建
设等体制机制障碍还有待突破； 科学
发展指标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还有待
完善。

正视困难，正是为了攻坚克难。
两型社会建设正在提速， 十大改

革举措已经出台、 十大环保工程建设
已经启动；十大低碳技术即将推出。

湘江潮涌，号角激越。 两型社会，
一个美好的概念， 正在三湘大地演绎
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 � � � （上接1版①）
张文雄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到基

层去 ， 到一线去 ， 到老百姓中间去 ，

深刻揭示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刻变革 ，
全方面、 多视角展示两型社会建设的
巨大成就， 为党的十八大献上一份厚

礼。
省委副秘书长、 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李发美主持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