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多云 24℃～33℃
湘潭市 晴 27℃～35℃
株洲市 多云 27℃～35℃

长沙市 今天， 多云， 明天， 阴天转中等
阵雨或阵雨 南风 ２~3 级 26℃～31℃
张家界 多云 26℃～34℃

永州市 阵雨转多云 25℃～33℃
衡阳市 多云 26℃～35℃
郴州市 多云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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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多云 26℃～34℃
怀化市 多云 24℃～33℃
娄底市 多云 25℃～32℃

吉首市 多云 23℃～33℃
岳阳市 多云 25℃～33℃
常德市 多云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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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
钧 通讯员 孙佑民 何光红）公交车开
到家门口，用的是自来水，村里还建了
公共服务中心、休闲广场和公厕，数字
电视、 宽带网等也都进村入户……这
是近日记者在嘉禾县普满乡雷家村等
地采访时，看到的当地农民的新生活。

嘉禾县是我省城乡一体化示范
县。 该县按照就地城镇化和就地市民

化原则，制订了以“六同”（规划同步、
建设同体、设施同覆、发展同向、保障
同效、管理同治）促“六变”（公路变街
道、田野变庄园、水体变乐园、荒山变
森林、村庄变社区、村民变市民）的城
乡一体化建设“路线图”，重点推进城
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建设、民生工
程、社会管理等一体化。

为推进“城乡一体”，嘉禾县分步

编制了新城区、乡镇、村庄和园区发展规
划，并在各乡镇实施“七个一”（一条样板
街道、一个镇村一体化示范带、一个特色
产业等）工程。为发挥县城的带动功能和
示范村的引领作用，县里投资13.8亿元，
开发了4.2平方公里新城区，并把车头镇
荫溪村、普满乡雷家村等54个重点村打
造成城乡一体化建设示范村。还投入4.8
亿元，提质改造桂嘉路、嘉蓝路，在其沿

线建成城乡一体化示范带。
目前， 嘉禾县已分步实施城乡公

交、城乡供水、城乡文化等9个一体化
建设项目，惠及40多万城乡居民。其城
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已让17万城乡居
民受益； 城乡公交一体化线路已开通
13条，有96个村建成了公共服务中心，
视讯网络、农家书屋、游园绿化、公共
环卫等基本实现全覆盖。

本报8月20日讯（郭畅达 李文峰
陶金花）“人人动手清洁家园、 人人掌
握限油控盐、人人劝阻室内吸烟……”
近日， 记者来到株洲市芦淞区庆云街
道王塔冲社区采访， 见社区医生正在
引导居民“人人行动”，改善生活方式，
提高健康综合素质。

芦淞区是我省目前唯一的国家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近3
年来，该区投入7000多万元，高标准
建设、改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保健室和村卫生
室，建立起以区疾控中心为龙头、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网
架、 社区卫生保健室和村卫生室为网
底的慢性病防控专业服务体系。 当地
群众称之为“居民健康大管家”。

芦淞区对“居民健康大管家”队伍、
设施、服务内容等，实行统一管理。除向
每个社区（村）下派医生外，经常组织省
及株洲市属医院专家小分队、离退休专
家义诊小分队等下基层，为居民免费提

供健康教育、慢性病防治、康复指导等
服务。 还对慢性病患者实行信息化管
理、个性化治疗和特殊门诊统筹，对危
重慢性病患者提供大病救助。 下一步，
在芦淞市场群从业的20多万流动人
口，也将纳入其服务范畴。

芦淞区疾控中心人员介绍，
该区已组建35个慢性病患者自
我管理小组，还专为65岁以上老
人建了“健康护照”。同时，创建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示范单

位（社区、餐厅、食堂等）42家，已统一
印发健康教育宣传资料24种28万余
份，发放控油壶、限盐勺等工具10万余
套。今年1至7月，社区卫生保健室共免
费服务居民5.1万人次。

本报8月20日讯（华城 李礼壹
杨军）近日，益阳市中心血站发现
一例稀有血型。据血站站长助理陈
文峰介绍，经湘雅医院鉴定，确认
为“类孟买血型”。该血型比RH阴
性血型（熊猫血）更加稀有，目前我
国记录在案的不到30例，在我省系
首次发现。

具有这一极其稀有血型的人
叫吴志强，今年36岁，是桃江县自
来水公司职工。益阳市中心血站在
对无偿献血者血液进行例行检查
中，发现其血型十分异常：正定型
为O型，反定型却为A型。血站建议
吴志强前往湘雅医院输血科鉴定。
湘雅医院对吴志强的血液和唾液

进行检测后， 确认为“类孟买血
型”。

孟买血型最早于1952年在印
度孟买首次发现而得名。类孟买血
型是其一种， 是人类红细胞血型
Hh血型系统中罕见的血型。 其红
细胞上无A、B、H抗原，血清中除有
抗A、抗B抗体外，尚有抗H抗体，唾
液中可以找到A或B抗原。 专家介
绍，其在人群中极为罕见且分布不
均。此类罕见血型的发现，对于保
障同类血型患者生命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湘雅医院输血科已对吴志强
的父母、儿子等直系亲属的血型进
行鉴定，均为正常血型。

本报8月20日讯（黄金星 王冬
媛 郭兰胜 李航）近日，家住桂东
县增口乡下东村的何志海，顺利帮
老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 接回家
中。 何志海一家感到欣慰的是，此
次住院共花费2938.39元， 按新农
合政策，最后报销1948.6元，自己
仅支付989.79元。

看病难、看病贵，过去是桂东
县一大难题。近几年来，该县花大
力气加大医疗机构基础项目建设
投入，改善就诊住院条件，想方设
法稳定乡镇卫生院人才队伍。作为
县域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最强的县
人民医院，2011年底新建成面积1
万多平方米的标准化住院综合大
楼，有效解决了病床长期不够的问
题。同时，投入270万元建成信息平
台，使用医院一卡通、叫号系统、查
询系统等，减少了就医环节，方便

患者就医。
近3年来， 桂东县还投入800

万元， 用于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
改造与新建， 并每年投入4万元，
用于援建村卫生室， 有效改善乡
村医疗条件。 此外， 招聘专业技
术人员100多人， 推荐和选派技术
骨干260人次到上级医疗机构参加
培训、 进修， 县内开展医疗业务
培训1300多人次， 医疗卫生系统
人才队伍全面扩充， 素质提升，
大大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 该县
还采取措施， 扼制“过度医疗”，
把有限的新农合基金用在刀刃上。
自2010年3月起， 全面实行基本药
物制度和药品“零差率” 销售，
乡镇卫生院药价整体下降28%，
门诊次均费用下降22%， 住院日
均费用下降18%， 有效缓解了看
病难， 看病贵。

嘉禾“城乡一体”紧锣密鼓

芦淞“健康大管家”惠百姓

8月 20日 ，湖
南交通频道一帮
一爱心大行动结
对仪式在长沙举
行， 来自绥宁、龙
山、平江等地的77
名寒门学子与爱
心人士成功结对。
爱心人士每人拿
出了不低于2万元
款项，帮助学子完
成学业。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陈永刚 通讯员
阳瑜 摄影报道

桂东百姓看病不再难

比“熊猫血”还稀少

益阳发现我省首例“类孟买血型”

双牌70名贫困
大学新生获资助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唐小陆 凌铭）“谢谢社会爱心人士的资
助，让我能圆大学梦。”8月20日，双牌县教
育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到打鼓坪乡，给今年
考上湖南师大的小蔡发放2000元扶助金。

双牌县每年都有品学兼优的家庭贫困
学生面临入学难。为了不让一名贫困生失
学，2011年，县里成立教育基金会，发动社
会爱心人士和厂矿企业捐款300万元。已资
助困难师生780人次，共发放扶助金90余万
元。近日，又为70名贫困大学新生发放扶助
资金15.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