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①）为此，县里深入推进基层医改，大力推
行村卫生室“一村一室”、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
及“10元看病模式”，让老百姓普遍健康幸福。

“就像自己家里添了保健室”
明亮的房间、整洁的病床、宽大的输液木椅、崭

新的玻璃药柜……这是在攸县网岭镇涟滩村卫生室
看到的情景。卫生室设在村部，除按县“三室一房”要
求分设诊断室、观察室、治疗室、药房外，还有值班
室、健康教育室，用房面积超省标60平方米3倍多。

躺在观察室4号床上的村民谢问姝高兴地说：
“以前啊，小病小庝也要跑蛮远的路去医院，现在卫
生室开在家门口，就像自己家里添了保健室。”

攸县是我省第二批医改试点县。近年来，该县投
入1亿元以上，推进三级医疗卫生体系网络建设。今年，
把村卫生室建设作为重点， 纳入村部3年规划建设，按
照“便利”原则布局，采取结对帮扶单位资助、县和乡镇
政府拨款、村自筹等方式，确保每个村卫生室投入5万
元以上，力达省标，保障无菌操作和医疗安全。

村卫生室原则上“一村一室一人”，对服务半径
大、人口多的村“一村一室两至三人”，少数地形狭长、
地域特别大的村“一村一室两点”，统一做到“三室一
房”分设，统一配备省卫生厅下发的13件医疗设施和
电脑，统一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10有5上墙”。

目前， 攸县首批投入使用的村卫生室有142家，
其余162家也即将启用， 年内实现全县304个村卫生
室全覆盖。

“体制外的人”做好“体制内的事”
“村卫生室必须体现公益性，主要承担本村的公

共卫生服务、 一般疾病诊治、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落实新农合政策等公益性职能，每次看病最多付
10元， 药费在10元以上的由新农合支付……”8月30
日， 在攸县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大
会上，县委副书记胡湘之态度坚决。这意味着，村医
面向村民提供的服务几乎是“免费”的。

可是，村医是“体制外的人”，要让他们做好“体
制内的事”，攸县是如何做到的呢？

据了解， 攸县在全省率先推行乡村卫生服务一
体化管理，在县卫生局和乡镇（街道）统一组织领导
下，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村卫生室实
行“一不变、两独立、三统一”管理。即乡村医生人员
身份不变，财务独立核算、责任独立承担，统一业务
指导、统一药械管理、统一绩效考核。同时，村卫生室
享受政府相关扶助补助政策， 并探索出合理可行的
“10元看病”模式，消除了村医担心收入会打折扣的
忧虑，更根除了农民“看病贵”的心病。

记者来到先行试点的新市镇新中村、庚子村等6
个村的卫生室，6位村医都表示，现在收入虽然锐减，
但挤掉了不合理水分， 收入补贴问题也得以顺利解
决，村医从原来盈利性“私人诊所”医生进入了公益
性“正规军”行列。同时，现在的村医须持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乡村医生证，参加全县乡村医生理论考试
及乡村两级考核合格， 并经村里各方代表票决才能
被选上，能当村医是很光荣的事。

“基本药物零利润，10块钱看病说起来简单，推行
起来要花很大心思。”县卫生局局长汤大兴介绍，要让
制度得以推行，首先得让村医在工资待遇上吃下“定心
丸”。根据村医自己上报的数据，几乎很少有人年收入
少于5万元。如对村医全额补贴，县里每年要投入1500
万元到2000万元，这将给财政造成不小的负担。

补助标准定多少合适？当时，分管医改工作的常
务副县长张建勇拍板：“派人去和村医同吃同住，现
场调查他们的收入情况，据实补贴。”

4月23日，县卫生局牵头，在新市镇选取6个情况
完全不同的村卫生室，委派专职人员驻点摸底。整整
1个月，调研人员和村医同进同出、同吃同住，对他们

每天就诊人数、出诊情况、用药习惯、收费情况等进
行统计分析，杜绝不规范治疗和大处方等情况，这才
了解到村卫生室最真实的基础数据。

随后，县卫生局定出标准，村卫生室门诊次均费
用控制在26元以下，超额部分由村卫生室承担；中央
和省财政对村卫生室的基药补贴按每个村医每年
4000元的标准安排，按照补偿系数和绩效考核结果拨
付。县财政按照卫生室基药销售额15%的标准安排专
项补助经费；村卫生室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按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的20%， 即每个服务人口5元安排
补助经费。算下来，村医年收入平均为3.2万元左右。

接着，全县全面推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
在黄丰桥镇卫生院基药办， 其职责牌上写着：“负责
指导、 协调、 培训、 考核村卫生室医疗卫生服务工
作”。基药办主任谭娇莲说，感觉自己成了乡村医生
的管家婆和服务员， 每周都得帮他们在网上采购药
品，每周必须到他们那里督导一次，每月必须组织一
次乡村医生业务培训工作， 每月底还得组织考核工
作，并按照考核成绩及时发放各项购买服务的资金。

如此一来，村卫生室呈现“两升两降”良好态势：
诊疗人次上升20%、群众满意度上升到100%；患者次
均费用从50元下降到26元， 患者自付次均费用从25
元下降到10元以内。

政府“购买”服务惠民
“10元钱真的能看好病吗？”
攸县皇图岭镇丹塘村卫生室门前响起的一阵鞭

炮声回答了这个问题。 来放鞭炮的是60岁的村民刘
姜足， 他逢人竖起大拇指介绍：“我们村医刘洪可了
不得，前不久查出我左耳下面患淋巴肿瘤，连门诊费
都不收。后来我去镇医院治疗，费用1250元，新农合
报销1005元，自己仅付245元。”

这次，刘姜足带着5岁的孙女来就医，刘洪一查
是感冒，开了小柴胡颗粒、琥乙红霉素颗粒各1盒，药
费总共5.1元。

刘洪接着看的是村民陈豪姑，查出慢性盆腔炎，
开了左氧、甲硝唑、氨苄西林钠舒巴坦钠、头孢羟氨
苄，药费总共24.03元，陈豪姑只付10元，余下14.03元
由新农合报销。

陪着刘洪问诊、开药、收费，记者对攸县推行的“10
元看病”有了基本了解，就是药费在10元以下（含10元）
的，由患者据实支付；药费在10元以上的（中药除外），
参合农民自付10元，其余由新农合支付，并且对大一些
的病，村医都会建议到镇以上新农合定点医院诊治。

刘洪介绍，执行这种模式，村医要与镇政府签订
一个政府购买服务协议， 其方式是对村卫生室新农
合支付方式进行改革，每人每天只能报销一次，按月
结算，次均费用不得超过26元。

村卫生室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政府按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的20%向村卫生室购买。

村医每次看完一个患者， 都要如实填写报销表
格，由患者本人签字确认，每月底还要经两名监督小
组成员签字认可方能生效。 每村都成立了由村组干
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所在村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组成的监督小组，对村卫生室实行民主监督。

“10元看病”模式系列政策实施，产生的一个重
要效果是不见了大处方和无谓的抗生素。 在莲塘镇
巨田村卫生室，记者仔细翻看了患者病历存单，所用
药都是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 且每种药价一般不超
过10元，少的只有2到3元。村医谭志春说，因为门诊次
均费用控制在26元以下，超额部分由卫生室承担，医
生多开药，自然给自己添负担，药价控制也使抗生素
类药物不能再随便使用，这有利于患者规范化就医。

攸县村卫生室购买服务及资金结算流程都在网
上进行， 采购药品委托乡镇卫生院统一集中在省基
药网上交易。据估算，全县预计每年可为农民减轻医
药费用负担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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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6℃～11℃
湘潭市 多云 5℃～11℃

张家界 阴 6℃～12℃
吉首市 阴 6℃～11℃
岳阳市 多云 7℃～ 9℃

常德市 多云 7℃～11℃
益阳市 阴 5℃～11℃

怀化市 多云 6℃～10℃
娄底市 多云 6℃～12℃

衡阳市 阴 7℃～10℃
郴州市 小雨转阴 6℃～11℃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阴转多云 8℃～11℃
永州市 小雨转多云 7℃～10℃

5
长沙市
今天，多云，早晨有雾，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２～３ 级 6℃～10℃

２０12年11月26日 星期一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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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吴国奇 赵雄伟

11月中旬，湘乡大地细雨纷飞。
顶着风雨，踏着泥泞，湘乡市政府领

导带领5个组 ，到全市18个乡镇考察 “为
民办实事 ”情况 。从11月12日到16日 ，整
整5天现场勘查 ， 他们的脸上堆满了笑
容：实事办得实，可以向父老乡亲交答卷
了。

今年 ，是湘乡 “为民办实事 ”任务最
为繁重的一年：省里交办的实事有20项，
加上湘潭市交办和湘乡人自我加压增加
的，一共要完成30多项实事工程，总投资
在6亿元以上。

为了把这些点多面广、 工程浩大的
实事办实，市委市政府“实”字当头。

年初，湘乡市委市政府就召开了“为
民办实事”动员大会 。市委书记阳建民 、
市长胡海军在会上疾呼： 项项实事关系

改善民生，我们要怀着真爱，务必把实事
办实。

在那次动员大会上， 市政府向18个
责任单位颁发的责任状里， 赫然记载着
“如期保质完成目标任务” 这行大字。也
就在这个时候， 实行实事项目市级领导
“一对一 ”联系机制启动了 ：近50名市级
领导肩负着包项目协调、包项目质量、包
项目进度的责任 ，全都把精力“泡 ”到了
各自的责任项目上。

把实事办实， 要有必需的资金投入
作保障。 湘乡今年为民办实事的财务报
表上，“今年头10个月共计完成建设资金
投入5.83亿元” 的记载， 令人怦然心动！
5.83亿元是个什么概念？比湘乡同期财政
收入的一半还多一点。

“务必把实事办实 ，这是一项责任 ，
也是一份真爱。”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台长
章玉用行动践行了这个心声。

虽然湘乡广播电视早几年就实现了

“村村通”， 但因立杆拉线成本高、 难度
大， 还有住在偏远地方的数千户零散村
民没有用上这个现代化工具。 作为责任
单位的湘乡市广播电视台不计投入有多
大、安装有多难，他们顶着烈日暴晒或风
吹雨打，荷重跋山涉水 、凿石引线 ，共投
入近300万元，圆满完成了市政府交给的
任务。

建设36所合格学校， 筹措7000万元
建设资金已大不易 ，协调 “校农矛盾 ”更
是让人头大，没有耐得烦、霸得蛮的务实
作风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责任在肩的湘
乡教育人硬是把一个个难题化解掉了。

“18个责任单位都是这样脚踏实地
办责任项目。”湘乡市实事办的同志介绍
说 ，“他们共为办实事筹得1.6亿元资
金，解决了数以百计的具体困难。”

实事要办实,质量最关键。
今年的实事项目建设之前， 市里

就制定各个项目的质量标准； 建立了

由专家组成的质量监管机构； 市政府领
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定期对项目质
量进行实地检查和监督。 市长胡海军就
先后4次扮演了现场“质量监理”的角色。

把确保质量摆到头等位置， 逼着各
责任单位创新质量管控办法。 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 是湘乡实事项目中工程量
最大的一个：投资上亿元，要建成数百套
保障房。 作为责任单位的房产局采取招
投标方法确定施工单位和监理公司 ，组
织专家进行质量动态性监管， 形成了专
业监理与专家监管的质量保障机制。

“18个责任单位都有质量监管的新
招。”湘乡市实事办的同志介绍说，“已经
验收的项目，全都合格。”

11月23日， 花
垣县团结镇老鸦塘
村， 村民用马队驮
砂子修排灌渠。 今
年， 该镇冬修3000
多米排灌渠道， 解
决了近万亩农田的
排灌问题。

龙恩泽 摄

天心区启动购物消费节
12家大型商场、超市联合让利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曹娴）北起平和堂五一路店，南
抵友阿奥特莱斯， 一条串起长沙4大商圈内12家大型商场、超
市的购物线路， 将在这个冬日引爆长沙市民的消费热情。今
天，天心区2012“福满星城·乐购天心”购物消费节拉开大幕。
这场消费盛宴将持续至12月31日。

购物消费节由长沙市天心区政府和长沙市商务局主办。
此次 ，悦方 ID MALL、友阿集团 、苏宁电器 、国美电器 、王府
井、平和堂、沃尔玛、大润发超市、天虹百货、步步高、新一佳等
12大商超联合签署了让利倡议书，承诺在购物消费节期间，将
以年度最优惠的价格，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商品。活动
期间，为方便消费者获取优惠信息，全面了解打折动向，天心
区各大商业企业向全市提供购物地图。 按这份购物地图的指
引，消费者可以享受商家推出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促销让利。

新农合成赫山农民“护身符”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胡志伟 姚巍）记

者日前从益阳市赫山区有关部门获悉， 今年该区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在住院基本医疗费补偿、可报费用、重大疾病补偿等6
个方面提高标准，群众受益面扩大。至10月底，全区共有57.89
万人参加新农合，参合率达100%；新农合住院补助8.1万余人
次，共补偿1亿余元，新农合成了农民健康“护身符”。

集体投保 林农受益

靖州受灾公益林获赔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杰华 张

克达 陈时贵）最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2189.2亩符合理赔
条件的公益林，在通过查勘定损、赔案缮制和理赔公示后，最
终获得保险赔款33万多元，弥补了受灾林农的损失。

据悉，去年10月，靖州林业局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靖州支
公司签订森林保险投保单，投入保险金50.8万多元，为31.7万多
亩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公益林投保，总保险金额达12712.6万元。
保单约定，在保险期内由于火灾或人力不可抗拒的洪灾、旱灾、
冻灾、病虫鼠害造成保险林木流失、掩埋、主干折断、死亡或者
推定死亡的， 由承保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今年4
月，投保的2354.4亩生态公益林遭遇山火，部分受损、受灾。灾
害发生后，县林业、财政部门及承保单位迅速派出查勘人员和
专业技术人员，对受损、受灾山场进行了面积调绘、损失勘测。

（紧接1版③） 党的十七大之
后， 长沙市委于2007年底召
开十一届五次全会， 就如何
率先实现全面小康进行了研
究、作出了部署，明确提出要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
中担当全省的领头雁、 争当
中部的领跑者。全会明确，要
立足长沙的发展基础，5年之
内基本达到国家2020年全面
小康的标准， 做到 “四个明
显 ”：即实力明显增强 ，社会
发展明显进步， 生活质量明
显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根据十一届五次全会提出的
目标和国家2020年全面小康
的标准， 去年我们对全面小
康进行了评估， 各项指标的
达标率已经达到 95%以上 ，
通过今年的努力， 应该可以
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目
标。

陈润儿明确表示， 我们
将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央的
要求， 把率先建成全面小康
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
个重点， 牢牢把握， 切实抓
住。 长沙市要致力于经济建
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
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五位一体”， 在现有的基础
上丰富全面小康的内涵 ，提
高全面小康的标准， 扩大全
面小康的成果， 让全市人民
过上更好的生活、 拥有更好
的保障、分享更好的服务。在
实践过程中，要做到“四个更
加自觉”：即更加自觉地把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
义， 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
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核心立场， 更加自觉地
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
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
求， 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
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根本方法。

陈润儿语气坚定地说 ：
“今年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
了 ，稳增长 、保目标 、促和谐
的任务依然繁重， 我们既要
给今年的各项工作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也要为明年和
未来的发展起好步、开好头。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
下， 长沙在中部地区率先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指日可待 ，
以更加富强、更加文明、更加
幸福、 更加美丽的姿态呈现
在世人面前。”

� � � � （上接1版②）
制度的构建更带有根本

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
性。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优越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其
最终指向是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13亿人口、 地区发展水平不
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稳
定妥善推进政治民主， 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建设尤
为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制
度，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根本制度保障， 集中体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
优势， 是中国各项改革继续
深入推进的起点和边界 。它
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 、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
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 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 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 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 有利于集中力量
办大事、 有效应对前进道路
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有利于
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
家统一。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 就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就必须
“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
式和执政方式， 保证党领导
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更加注
重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
形式， 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既积极借鉴人类政
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又不照
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尊
重人民首创精神，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核心
内容。 切实抓好十八大报告
提出的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

体制改革的七项重要任务 ，
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
参与热情， 以及改革创新要
求转变为推动体制改革完
善、有效运行的动力，使根本
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以
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制
度，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就能
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
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为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提供强
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大力推进四化两型 ，不
断开创科学发展、 富民强省
新局面，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在湖南的生动实践。 这些
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
中央的决策部署， 积极引导
群众参与社会管理、 参与政
策设计，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进程———

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前
夕开展的 “三问于民 ”活动 ，
既汇集成了“湖南智慧”的新
高地， 也记录了民主进程的
新坐标， 清晰传递出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不断前行的足
音；

从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颁布，填补我国行政立法
“空白”，到《湖南省政府服务
规定》出台，开全国首部规范
政府服务法规 “先河 ”；从国
内第一部全面规范行政裁量
权的省级政府规章 《湖南省
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制定，
到目前我国最完善翔实的地
方法治建设路线 《法治湖南
建设纲要》公布，“法治湖南”
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名片 ，其
“样本意义”在我国法治建设
历程中不断凸显。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就
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巩固和发
展全省民主团结、 生动活泼、
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不断
开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新局
面，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坚实的制度保证。

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 ———湘乡市今年
“实事工程”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