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医联体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全省已建立多种形式医联体194个，覆盖100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

2012年全省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为74.70岁
2016年全省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5.9岁，增加了1.2岁

全省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由2012年的29.44万张增加到2016年的
42.81万张，增长45.41%

2012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为19.55/10万（全国26.10/10万）
2016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为13.83/10万，下降了5.72个十万分点

2012年婴儿死亡率5.73‰（全国12.10‰）
2016年婴儿死亡率3.55‰（全国7.50‰），下降了2.18个千分点

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长：
截至2016年底，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由2012年的58598家增加到

61056家，增长4.19%

卫生技术人员由2012年的35.80万人（含乡村医生）增加到43.96
万人（含乡村医生），增长22.79%

城市居民15分钟、农村居民30分钟可到达的就医圈基本形成。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加快：

全省已建立家庭医生团队12058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群覆盖率
达到25.73%，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42.99%。

2017年上半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平均增长4.7%，由
上级医疗机构向下级医疗机构转诊的患者数量同比增长15.1%。

� � � �着力促进城乡居民享受
公平待遇，按照“六统一”要
求，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筹资和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人均政府
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
2017年的420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全面建立，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全民医保体系不断完善：

全省基本医保参保率连
续5年保持98%以上。

制图/陈阳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通讯员 孔双庆）9月
25日，亚洲第一长坝、柬埔寨装机容量最大的水
电工程———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举行下闸蓄水
仪式。该电站被誉为柬埔寨的“三峡工程”，其大
坝和厂房等主体工程由中国水电八局承担。

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位于柬埔寨东北部
上丁省西山区境内的桑河干流上， 电站总装
机容量40万千瓦， 多年平均发电量19.7亿千
瓦时，2013年10月开始筹建， 计划今年11月
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18年10月底8台机组
全部投产发电。作为“一带一路”和柬埔寨能

源建设的重点项目、中柬能源合作的典范，该
电站建成投产后， 产能将占柬全国总装机容
量五分之一以上，对于柬加快经济发展、改善
民生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中国水电八局于2013年10月进
场开工，承建了该工程的电站厂房、大坝等主
体工程，此外还有金属结构和机组安装、砂石
料系统建设生产等工程。 工程建设克服了交
通不便、热带气候、疾病多发、施工资源紧缺
等困难，工程安全、质量管理得到了柬埔寨政
府及各方专家的高度认可。

水电湘军“一带一路”建新功
柬埔寨“三峡工程”下闸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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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江繁）今天上午，2017湖南省好家风故
事汇暨“家书抵万金”征集活动颁奖会在长沙
隆重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袁新华、省军区副政
委许凤元、老同志高锦屏等出席并为10个湖
南荣获全国首届“文明家庭”代表授予“弘扬
好家风形象大使”奖牌。

袁新华指出，家风不仅是一家之风，更是一
国之风，要夯实家庭建设，抓好家庭教育，注重
家风培育。党员干部要带头重视家风建设，每个
家长要积极投身家庭文明建设， 学校教育要融
入家风家德教育内容，营造家风好、民风淳、社
风清的良好氛围，让好家风深入每个家庭人心。

颁奖会上，我省“家书抵万金”征集活动
获奖作品名单揭晓。今年5月，省妇联联合省
关工委、 省作协在全国率先启动“家书抵万

金”征集活动，征集家书作品近万篇，经过层
层遴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杨传贤《两
岸“三通”喜信飞台湾》、永州市汪华明《新官
上任三把“锁”》、娄底市陈玲《异地夫妻十九
年情书》等14封家书荣获一等奖。

颁奖会上，我省“文明家庭”“最美家庭”
的感人故事被深度挖掘。情景剧《扎根侗乡
为民行医》 再现了新晃侗族自治县杨文钦、
扎西志玛夫妇侗乡行医50年的无悔岁月，小
品《我是你一生撑不断的“拐杖”》讲述了今日
女报社肢残人记者谭里和以执着担当精神
赢得妻子赵会理解的动人故事，诗朗诵《一
位军嫂的幸福坚守》歌颂了当代军嫂冷水江
市陈玲与远在南沙戍守的丈夫肖拥军20年
鸿雁传书的相守相伴，现场演绎传达出最美
家庭的内涵，发人深思，感人至深。

九省（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署协议

共同推进广告产业健康发展

2017“家书抵万金”征集活动颁奖会举行
袁新华许凤元出席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戴鹏 段

涵敏） 今天，“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
健康文化推进行动” 湖南省启动仪式在株
洲举行。来自各中医医院、中医学专科学校
以及志愿企业近千人现场参与中医药文
化、中医药法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宣传。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参加活动。

近年来， 湖南中医药领军人才培育实现
重大突破。我省有3名老专家分别被评为第二
届、第三届“国医大师”，2名老专家被评为首
批“全国名中医”，38名老专家被评为第三批
“湖南省名中医”。 我省还持续开展中医类别
全科医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培训、 中医特色高
级研修及乡村医生学习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等

一系列培训，培训培养各类人才5万人次。全
省依托中医药高校， 每年培养中医药人才
7000多名。

据悉，本次活动由省中医药管理局主
办，旨在推动湖南省中医药名医、名方、名
药、名院、名校的发展，普及中医药文化，
努力打造具有湖湘特色、区域影响的知名
中医药文化传播品牌。作为“中医中药中
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的一
部分，在启动仪式现场，近50位知名专家
开展了义诊活动， 吸引了800余名群众参
与。

推动名医名方名药名院名校发展
欧阳斌参加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湖南省启动仪式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 第十三届泛珠三角区域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高层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 出席会
议的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
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广告产业发展合
作协议》，决定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广告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
出席会议并讲话。

第十三届泛珠三角区域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高层联席会议的主题为：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促进广告产业发展。出席会议的
九省（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围绕主题进
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在共同推进广告产
业结构调整、 促进广告产业创新发展、推
动广告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今后，九省区将推进以“创意、创新、创业”
为核心的广告产业发展，支持“互联网+广
告”等创新媒介的发展，实现创新成果共
享。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沈敏 方建忠）今天，航天中南先进
光机电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暨签约仪式在位
于长沙市雨花经开区的中国(长沙)创新设
计产业园举行。据悉，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牵手” 雨花经开区
后，建立的一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也是中
南地区首个精密光机电产业项目基地。副

省长张剑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所长、
中科院院士王巍， 省政协原副主席蔡自兴出
席仪式。

据介绍， 航天中南先进光机电技术创新
中心， 是湖南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会以来
又一个落地的重大项目，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和湖南省政府共同推进的重要成果。雨花
经开区主动融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通过加
强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战略合作，着力
打造涵盖惯性技术及精密光机电产品检测
中心、 北斗多源组合导航系统应用中心、物
联网信息系统、智能制造、精密加工服务等
领域的国家级创新平台。

签约仪式上， 航天中南先进光机电技
术创新中心分别与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
长沙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湖南自兴人工智
能研究院签约，携手在智能机器人、民用惯
性技术、 智能制造等方面开展技术和产业
合作。

航天中南先进光机电技术创新中心揭牌
张剑飞出席仪式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9月26日， 湖南省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
新闻发布会的第八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
开。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省医改办
主任陈小春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卫生
计生事业改革发展成就相关新闻并答记者
问，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易露茜、龙开超
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5年来， 我省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有
哪些举措，进展和成效如何？

答： 我省以取消药品加成为改革的切入
点和突破口，积极推动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
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我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从2012年第一批试
点开始， 分批逐步推开。2016年10月， 实现
省、市、县公立医院改革全覆盖，全省247家
县级公立医院、189家城市公立医院全面实
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药
补医的历史。

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上取得突破。
一方面， 通过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 将公立医院补偿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
助两个渠道，切断药品与医院、医务人员的利
益关系；另一方面，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
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理顺医疗服
务价格， 重点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
值的诊察、手术、护理、中医治疗等项目，同步
降低CT、核磁等大型设备的检查价格。同时，
各级财政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 中央财政
给每个试点城市一次性补助2000万元，中央
和省级财政每年分别按照平均每个县300万
元、15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省、市、县财政
对所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部分按10%比
例予以补助。通过改革，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持
续优化，群众就医经济负担进一步减轻，药占
比从2012年的45%降至31.91%。

在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
积极推动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
互制衡、相互促进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

在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上取得突
破。出台了《湖南省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意见》，在株洲、郴州、张家界启动
试点， 按照当地其他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
的3倍设定公立医院薪酬基准线，探索建立以
岗位绩效工资为主体、 协议工资制和年薪制
为补充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

在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上取得突破。 出台
了《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实
施意见》，确定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年度医疗费
用增幅控制在10%以内， 并将控费指标分解
到各地各医院。一方面，通过改革支付方式控
制医疗费用。积极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
费、按床日付费等支付方式，逐步减少按项目
付费，促进医院和医生自觉调整结构，加强精
细化管理，提高运行效率，控制医疗费用。目
前，我省有8个市实施按病种付费的病种达到
100个以上。今年8月，省发改委等部门出台
了按病种付费实施方案， 首批确定了106个
病种实行按病种收费。另一方面，通过规范诊
疗行为、降低药品耗材虚高价格，减少医疗成
本。严格“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管
理， 二三级医院普遍建立药品使用动态监测
和超常预警系统， 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药品
使用管理；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
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医院药品、耗材、大型
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 所有三级公立医
院和95%的二级公立医院开展了临床路径管
理和日间手术，患者平均在院时间缩短1至2
天；推出药品省际价格联动、两票制、医用耗

材阳光采购等措施，药品价格平均下降15%，
医用耗材价格平均下降20%左右。

问：我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况怎么样，
效果如何？

答：我省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卓有成效，通
过完善立法、提升服务、改革孕产妇死亡评审
制度、 高危妊娠管理关口前移、 完善急救网
络，保障母婴安全。我省孕产妇、5岁以下儿童、
婴儿的死亡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逐
年递减；出生缺陷发生率连续两年明显下降。

出生情况基本符合预期， 与全国相近。截
至今年8月30日，出生了89.4万人，比去年同期
增加2.5万人；二孩占比大幅攀升。今年到目前，
二孩出生47.6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17.2%，二
孩率上升了10.3个百分点，达到了53.2%；预计
最近一两年，二孩的出生会较快增长。

问：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新生儿增多，
请问我省在保障儿童健康、 加强儿科医疗服
务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 ：2016年12月6日，我省印发了《湖南
省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实施方
案》，从5个方面加强保障。

保障医疗人员权利。 明确儿科医疗服务
价格在成人基础上再提高10%； 通过建立儿
科岗位补贴、提高绩效分配系数等，保证儿科
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
收入平均水平； 明确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儿科医师，可提前1年申请职称晋升。

加强体系建设。“十三五”期间，规划在全
省14个市州各设置1所独立的二级及以上儿
童医院。

强化人才培养。2016年， 全省共招生培
养1721名能够提供儿童基本医疗服务的全

科医学人才；依托22个儿科专业住培基地，招
收培训498名儿科专业住院医师。

强化大病救治。 全面实施贫困地区新生
儿疾病项目， 全省完成筛查任务数16.8万人
次；启动0至6岁残疾儿童免费筛查；实施唇
腭裂免费救治项目，完成手术23717例；将儿
童先心病、 白血病救治纳入大病医保报销范
畴，费用按单病种定额包干。

确保质量安全。建立1个省级儿童急危重
症救治中心、13个市级儿童急危重症救治中
心、88个县级儿童急危重症救治中心。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儿科床位30014张，
每千名儿童床位数2.22张； 共有儿科专业执
业（助理）医师10873人（不含中医类别），每
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0.82人；全
省共有447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设置了儿
科，其中综合医院实现全覆盖。

问：在重病兜底保障方面，老百姓可以享
受到哪些具体优惠政策？

答：我省通过印发《湖南省健康扶贫工程
“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三提
高、两补贴、一减免、一兜底”综合保障措施来
实行保障。

“三提高”：农村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城乡
居民医保报销比例提高10%， 大病保险起付
线降低50%， 大病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提高到90%以上。 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其中，
低保对象和非低保对象患重特大疾病（9大疾
病）住院治疗，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
险报销后，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医疗救助
分别按照70%、50%的比例救助。

“两补贴”：农村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
保的个人缴费部分，财政给予50%以上的补贴，
特困人口全额补贴，参保达到全覆盖；农村贫困
人口参加“扶贫特惠保”家庭综合保障保险的保
费，当地政府给予不超过90%的保费补贴。

“一减免”：对罹患9种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
的实际医疗费用， 经由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保
险以及医疗救助基金等渠道支付后， 个人自付
部分由定点医院给予50%的减免。

“一兜底”：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赔付等综合补偿及
定点医院减免后， 剩余合规自付医药费用个人
支付仍有困难的，实行政府兜底保障，减轻或免
除个人负担。省级财政适当安排奖补资金，推动
市县政府落实健康扶贫救治救助主体责任。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计划生育奖励扶
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如何， 计生家庭得到了哪
些实惠？

答：我省构建了以农村奖扶、城镇奖励、计
生家庭特别扶助为主体， 部门优惠政策和地方
配套措施为补充，覆盖城乡、惠及广大计生家庭
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5年来， 全省累计发放扶
助金3.9亿元。

农村奖扶对象扶助标准由每人每月50元
增加80元。将国家认可的符合生育政策的“未
达到生育间隔、未达到法定婚龄结婚生育子女、
终身未生育但合法收养子女” 三类人员纳入农
村奖扶范围。截至2017年，农村奖扶对象达到
62.6万人，5年来共发放扶助资金14.36亿元；对
城镇年老独生子女父母每人每月奖励80元，截
至2017年6月，共奖励130万人,累计发放奖励资
金36亿元；2016年，在国家扶助标准基础上，我
省将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和计划生育手术并

发症人员扶助标准，分别提升至每人每月50元
和100元， 并将后者的治疗经费纳入新农合诊
疗报销范围。

问：健康扶贫“三个一批”行动计划的具体
内容是什么？

答：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救治对象：我省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经民政部门核实核准的
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贫困残疾人。救治疾
病：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
儿童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早幼粒
细胞白血病） 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
损、室间隔缺损）共9种疾病。主要措施：确定
139家定点救治医院、诊疗方案、单病种收费标
准，加强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加强大病分类救
治管理。

慢病签约管理服务一批。主要措施：建立农
村贫困人口健康卡， 置入每位农村贫困人口的
健康状况和患病信息， 与健康管理数据库保持
同步更新；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按照高危人
群和普通慢病患者分类管理； 开展健康服务管
理，制定全省统一规范的健康服务管理办法。

重病兜底保障一批。实施“三提高、两补贴、
一减免、一兜底”综合保障措施。实行倾斜性精
准支付政策，完善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
政策， 农村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
缴纳由财政补贴， 在大病保险上予以降低起付
线、提高报销比例等重点倾斜。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数据信息，截至今年8月，我
省因病致贫返贫户数573656户 ， 覆盖人数
1626933人。其中，患病人数542009人。

问：我省医联体建设已历经多年，今年更是
被列入全省医改十大重点任务之首， 它给老百
姓带来了哪些实惠？

答：近年来，我省探索建立医疗联合体运行
新模式，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和横向流
动。

以基层能力提升为核心，构建区域协作、共
建共享的医联体模式。借力对口支援（帮扶）平
台以及区域医疗协作，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形成
服务、责任、效益、管理、发展共同体。长沙市“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医联体模
式， 得到国务院第四次大督察第十二督察组充
分肯定。

以专病专治为纽带，构建纵向到底、上下贯
通的医联体模式。2016年以来， 先后依托肿瘤
科、儿科、产科、结核病等同质化培训，胸痛、卒中
两个中心建设以及代谢内分泌、 精神病等专科
医联体建设， 初步建立了覆盖全省相关疾病的
专科联盟与协同救治平台。 全省胸痛中心建设
试点医院， 从入院就诊到导管室做急诊介入手
术的平均时间从220分钟缩短至90分钟以内，
2017年救治患者人数较2016年同比增长210%。

以急慢分治为方向，构建分级负责、分级诊
疗的医联体模式。 试点建立重大疾病急慢分治
医疗服务网络，推动县、乡、村一体化医疗共同
体发展。如在邵阳等地启动“腹透治疗可及性及
基层管理模式探索项目”，“县治、乡管、村访”的
慢病管理分级诊疗模式被列入国家卫生计生委
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重点支持项目。

目前， 全省共建立各种形式的医联体194
个。其中，医疗集团7个、县域医疗共同体68个、
专科联盟25个、远程医疗协作网94个，覆盖所
有三级医院及大部分二级医院。

“健康湖南”提升百姓福祉
———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