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全省床位总数将达44.2万张，全省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6.24张。

� � � � 将力争实现全省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0%，重
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
2015年下降10%。群众《国
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
人数达到92%以上，经常参
加锻炼的人口数达到2600
万，新建社区体育设施覆盖
率达到100%。

� � � � “体育运动有助于人们形成积极、健
康的生活方式，只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
有效预防或延缓疾病的发生。”省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舜介绍，健康需要共建共
享，要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健身活动，让全
民动起来。

我省将广泛普及健康知识， 让健康
知识进学校、进家庭、进农村、进社区，为
社会力量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创造便利条
件。同时，建立“医体结合”健康服务模
式， 促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和专业体育
指导人员分工协作， 引导群众形成自主

自律、符合自身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逐
步养成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
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

据悉，到2020年，将力争实现全省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0%， 重大慢性
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下降10%。群众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人数达
到92%以上， 经常参加锻炼的人数达到
2600万，新建社区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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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实施
中医药发展“五名”工程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段涵敏 ）在今天召
开的全省卫生与健康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了解
到，我省将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步伐，实施“名医、名
方、名药、名院、名校”工程。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湖南省中医药发展
“五名” 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年）》（简称《方
案》）。《方案》提出，将加强顶尖级中医药人才培养选
拔，和中医药骨干人才、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通
过国家订单定向免费培养中医类医学本科生、全科医
生，以及中医药院校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等， 培养3000名能系统掌握中医药基础知识和中
医药健康服务技术技能的乡镇、 社区医疗机构中医
师、中西医结合医师与中医药康复保健技师。

中医名方绝技可谓中医精髓。我省将全面收集整
理经方验方，整理出版《湖湘中医药经方验方大全》，
建立信息数据库，实现名方信息的检索、查询、应用、
开发和数据共享； 加强中医药名方绝技保护传承，支
持“名方绝技”申请专利保护，建立传承工作室。同时，
还将向全省推广10项临床疗效确切、使用安全的中医
药“名方绝技”。

我省是中药资源大省，但与之相关的中药产业的
产值却不乐观。 省中医药管理局透露， 将从湘莲、杜
仲、玉竹等重点品种中培育“湘九味”标志性品牌药
材，加强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同时，加大医院院内中
药制剂开发力度，力争2020年全省医疗机构新增100
个疗效较好、有一定影响的院内制剂。

湖南将开展
医疗行风整治
对医疗从业人员提出“五不准”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段涵敏)在今天召开
的全省卫生与健康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湖南省卫生计
生委党组书记、省医改办主任詹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我省将组织开展医疗行风整治专项行动，并对
医疗从业人员提出“五不准”。

不准收受回扣。严禁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
益，严禁接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
品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下简称“销售人员”)
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严禁参加其安排、组织
或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

不准销售人员进入诊疗区域从事药品、器械等商品推
销活动，医务人员不得在诊疗区域接待销售人员的推销。

不准为商业目的统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本
单位信息系统中药品、 医用耗材用量统计功能的管
理，严格处方统计权限和审批程序，严禁医疗卫生人
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为商业目的统计医师个人及
临床科室有关药品、医用耗材的用量信息，或为医药
营销人员统计提供便利。

不准违反规定外出会诊手术。医师外出会诊手术
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不得在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机
构开展择期手术，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
钱物，不得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不准参加推销活动。 医务人员严禁参与医药产
品、食品、保健品和康复器材等商品推销活动，不准在
诊疗活动中告知患者到指定地点购买上述商品。

“我们要做到有医院必自查、有线索必深挖、有违
规必处理、有违法必移交，标本兼治，力求实效。”詹鸣
表示，作为政府主管卫生工作的部门，省卫生计生委
欢迎监督、重视监督，对监督所提出来属实的问题，会
尽快予以处理。

湖南明确“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路线图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12月27日，我省召开全省卫生与健康工
作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湖南省“十三五”卫
生与健康规划》（下文简称《规划》）。卫生与健
康关乎千家万户，未来几年，影响我们健康
的举措都有啥？带着大家关注的话题，记者
在发布会和《规划》上寻找答案。

� � � �
� � � �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活到古
稀之年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2015年，湖南人
均预期寿命达到75.9岁。根据《规划》的发展目
标，2020年湖南人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岁
左右。

“2015年，我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3.92‰、6.14‰
和14.21/10万。”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省医
改办主任詹鸣介绍， 这三项指标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居民健康水平总体处于中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

未来5年，我省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方式将
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实施慢
性病综合防控，将慢性病防治重点从“疾病治
疗”转移到“危险因素控制”，从医院下沉到基
层。像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规范化管理
率将达到50%以上，管理人群血压、血糖控制
率达到65%。将建立脑卒中省、市州防控基地，
力争脑卒中死亡率下降5%。

� � � �
� � � �有数据显示，我省三级公立医院实际平
均开放床位数全国第二，二级公立医院实际
平均开放床位数全国第一，三级公立医院的
住院手术死亡率全国最低。

但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大医院的
“虹吸”效应，加剧了“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
医院门可罗雀”的就医格局。

根据《规划》要求，我省将严控公立医院
规模不合理扩张，大力支持社会办医。据悉，
到2020年， 全省床位总数将达44.2万张，全
省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6.24张。“到2020
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1.5张左右，为社会办医
院预留规划空间。”詹鸣表示，将落实非营利
性社会办医院和公立医院规定的同等待遇。

同时， 通过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推动全科医
生、家庭医生责任制，逐步实现医生签约服
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医联体”、合作托
管、重组等多种方式，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合
理配置。

《规划》提出，力争到2020年，85%的县
市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詹鸣表示，将重点
抓好县域三级医院创建工作，提升中心卫生
院的服务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农村基层的区
域医疗中心；村村建好标准化卫生室，每个
社区有标准化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好城市居
民15分钟就医圈和农村居民30分钟就医圈。

� � � �继县级公立医院全面实施药品零差率
后，今年10月1日，我省所有城市公立医院
同步实施药品零差率， 比国家在2017年全
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时间表提
前了一年。

詹鸣说， 这不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终点。
公立医院改革下一步要建立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要求，把政
府对公立医院管理的重点放在管方向、管政
策、管引导、管规划、管评价上来，逐步实现
公立医院由“以药补医”转变为“以医强医”，
医务人员由“身份管理”转变为“岗位管理”，
薪酬分配由“朦胧薪酬”转变成“阳光薪酬”。

未来5年，我省还将加速建立规范有序
的分级诊疗制度。例如，明确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诊疗服务功能定位，控制三级医院普通
门诊规模，引导患者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进行首诊，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承担公
立医院的普通门诊、 康复和护理等服务。到
2020年，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
下联动、急慢分治的诊疗格局。

2020年湖南人均预期寿命
有望达到77岁左右1

资源下沉，
打造居民15至30分钟就医圈2

破除“以药补医”，
建立完善分级诊疗模式3

医体结合，提升居民健康素养4

2015年

到2020年

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

新建社区体育设施
覆盖率

20% 100%
图/李珈名

� � � 8月4日,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文昌阁社区，口腔医生给孩子们检查牙齿。当天，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开展“口腔科
普进社区、爱牙护牙每一天”主题活动，通过知识讲座及义诊，传播口腔健康知识。（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2020年

人均预期寿命75.9岁 人均预期寿命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