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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步 健康宁乡新征程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首在全
民健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 “健 康 中 国 ”提 升 为 国 家 战 略 ；省 第 十 一 次 党 代 会 报
告中提出，要让全省父老乡亲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

—健康中国之“宁乡模式”发展走笔
——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一个个政策分量十足，一句
句承诺掷地有声！ 无不刻录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检
验着施政者的政策取向。
近年来，宁乡市委、市政府践行“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的理念，将健康事业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统筹安排、
同步推进，心系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满怀构筑健康城市的决心，
打造健康中国之“宁乡模式”，迈步开启健康宁乡新征程。

谋篇布局，绘就健康蓝图
速、服务优质的区域医疗救治网络。
—以公共卫生慢病管理防控体系守护
——
生之质量。 以中医康复中心、公共卫生服务中
心为基础，发挥精神病医院精神专科特色，打
造精神卫生中心， 结合 14 大项 45 小项基本
公共卫生。 继续深入推进医共体、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夯实糖尿病、高
血压等慢性病的基层网底。
—以健康素养促进体系提升生之素
——
养。 全面整合宣传资源，强化健康教育，提升
居民健康素养，培育健康生活方式。 争取达成
建设更多的健康促进医院、学校、机关、企业
以及健康村(社区)、健康家庭。
——
—以居家医疗养老服务体系捍卫生之
尊严。 人民医院、中医医院先试先行，各选定
一家社区进行试点，医疗卫生服务进社区、进
家庭，加强健康知识宣传，提升健康素养，重
点探索居家养老模式和临终关怀，解决“养”
和
“
老”的问题。
“
五个体系”组成了健康中国之
“
宁乡模式”
的蓝图。一个个政策正陆续出台，同时久久发功
抓落实，为全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打造样板。

设立在宁乡市人民医院的 120 急救指挥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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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事业，是一个战略性的事业。 我们
应站在战略高度， 以更高的认识、 更实的举
措、 更大的力量来推动健康宁乡建设。 ”在
2017 年宁乡市卫生与健康工作大会上，宁乡
市委书记周辉慷慨陈词。
健康之业，有如军事。 决策者做到“运筹
帷幄之中”,便能“
决胜千里之外”。
从出生到死亡，从起点到终点，人生的每
一个阶段，都需要以健康作为基石。 如何为人
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过程，优质高
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民之所系，政之所向。 宁乡启动“五大体
系” 建设，密织健康保障网，丰富“健康宁乡”
的大格局新构想：
—以优生优育监控体系保障生之健
——
康。 引进新生儿孕期监控健康管理体系，通过
平台对新生命进行 24 小时全方位、 全过程、
全周期监控。
—以急、重、大病救治体系打通生之要
——
道。 完善急救、胸痛、脑卒中、肿瘤和康复五大
中心建设， 巩固危重孕产妇中心和危重新生
儿救治中心，建立远程会诊中心，建立反应快

宁乡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夏铎铺镇家庭医生签约现场。

攻坚克难，深化医改之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 2017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
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宁乡市成为湖南
省唯一被表彰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
明显县（市、区）。
医改之道，路阻且艰。改革深水区更是处
处暗礁。 缘何宁乡能从艰险中突围而出？
自 2009 年， 宁乡被纳入全省首批基层
综合医改试点县以来， 这里面对困阻一次次
成功破题！
健康事业不是一个部门的事。为此，宁乡
成立了市委书记任顾问、 市长任组长的医改
领导小组和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建立人社、
财政、发改、卫计、编办、民政、市监等多部门
参与的医改协调机构。
医疗保障制度碎片化、职能分散化、职责
不明不清……为改变九龙治水困境， 宁乡市
将医保、医疗和医药统由一名副市长分管，实
现
“三医联动”。
“
医改是世界性的难题，医改涉及多个部
门职能，只有务实推进医疗价格、药品流通、
医保支付方式等同步变革，打出
‘
组合拳’，才
能形成政策上的合力。”分管“
三医”的副市长
钟利仁说。
宁乡全面实施了药品
“零差率”销售。
宁乡还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 扩大医
院经营自主权， 加大对医院领导班子的目标
考核，全面推行 6S 精细化管理，优化内部绩
效考核方案。
……
随着改革足迹的延伸， 更多利民良策逐
步推行实施。
“比起在大医院住院治疗，在家门口看病
又方便又省钱。 ”近日，夏铎铺镇卫生院冯新
华说起在家门口看病的经历，觉得省心多了。
原来， 冯新华因为头晕头痛到夏铎铺卫
生院就诊， 接诊她的是宁乡市人民医院的医
生。在乡镇医院就能看到大医院的医生，冯新
华觉得很值。一段时间后，冯新华又出现流口
水等症状，再次到乡卫生院就诊时，医生建议
其到大医院先拍 CT。 医生帮她联系了宁乡
市人民医院，并为其办理转诊手续。她在市人
民医院被确诊为脑梗后，又在医生的建议下，
回到了镇卫生院， 住院治疗了 10 天左右后

出院。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医院医生， 享受大
医院的治疗，没有了以往长途奔波的辛苦，少
了排长队、等专家的烦恼。
改革前，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人满为
患，既降低医疗资源利用率，又不方便患者就
医。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以来，宁乡市逐步
推进分级诊疗，着力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医疗服务模式，切
实方便群众就医。
实施分级诊疗以后， 农村群众的看病负
担也减轻了。 今年 1 月 8 日，76 岁的宁乡市
大成桥镇二泉村 8 组村民易寿坤因左股骨颈
头下型骨折，入住双凫铺镇中心卫生院，宁乡
市人民医院四病室副主任李俊应邀请前来行
微创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2 月 5 日，易寿坤病
情康复拆线出院， 住院治疗费用总计 38837
元，其中自付部分 12539 元。
“
如果到县级医院治疗，自付部分要 2 万
元左右；如果到三甲医院治疗，自付部分要 3
万元左右。 分级诊疗有效减轻了病人经济负
担。 ” 宁乡市卫计局局长王东波说，
“
花钱不
多、看病效果好、医务人员服务好。”这样的评
价正是近年来宁乡市人民医院组建医疗联合
体， 实施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后为群众带来
的实惠——
—区域内的医疗资源被进一步激

宁乡市人民医院。

一人健康， 身系全家
安康。 对百姓来说，健康宁
乡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串
数字，而是看得上病、看得
起病、看得好病的实惠。
“相同数量的药，收费
比原来便宜了十几元。 ”3
月 18 日， 长期患有风湿关
节炎的坝塘镇沩乌村村民
刘仕贵在宁乡市人民医院
看完病后，拿着药单欣喜不
已。 作为慢性病患者，长年
累月的药费对刘仕贵而言，
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如今，
医改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面对药价虚高不下的
难题，宁乡市破除以药补医
制度。 从 2014 年 12 月开
始，各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医院不再从中赚取利润，同时加大
财政投入力度。
看得起病， 是百姓所需。 救得了
命，更是重中之重。
“患者突感胸痛， 怀疑是心肌梗
死，赶紧进行转院！”2017 年 7 月，宁乡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接到求救。 44 岁
的男性患者吴某在劳作时突感胸痛，
当地医院在胸痛中心指导下进行紧急
处理， 随后通过救护车送往宁乡市人
民医院。 救护车刚驶出黄材镇，患者突
然出现皮肤紫绀、抽搐，心脏骤停！ 120
医师潘喜春、 护士王英樱立即给患者
进行持续心肺复苏。
呼啸的救护车到达了宁乡市人民
医院急诊科，10 余名医务人员早已准
备就绪，经过极为紧张的 40 余分钟急
救，患者停止跳动 90 分钟的心脏终于
有了搏动。
数据证明，急性胸痛病人每推迟 1
分钟抢救，病人死亡率就上升 3%。 胸
痛中心， 是一条救治急性胸痛病人的
“高速公路”。
宁乡市以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为中
心，3 家市级医院和 33 家乡镇卫生院
为网络医院，建立胸痛中心信息系统，
网络医院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电图
第一时间传送至胸痛中心， 由胸痛中
心即时确诊和指导用药， 并打通入院
手术治疗绿色通道， 提高了对重危病
人的急救能力。 2017 年，ST 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由过去的 19.2%下
降到 1.6%。
此外， 宁乡还通过建设“急救中
心”，实行前移救治。 宁乡市财政投入
2000 万元，打造“1+5+N”的急救网络
体系，以 120 急救中心为核心，在乡镇
建设 5 个急救分站， 并辐射若干个急
救点，按照就近、就病、就急和病人自
愿的原则，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
急救车城区 10 分钟内到达、 乡村 30
分钟内到达，实现了城乡 10—30 急救
网络圈。2017 年除夕的前一天，宁乡市
委副书记、 市长付旭明仍在调研考察
市急诊急救中心工作， 要求快速健全
全市网络，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通过建设“脑卒中中心”，实行重
病快治。 基于区域急救系统的接转诊
模式，发挥“短、平、快”战术理念，建立
急性脑血管病区域协同医疗救 治 体
系， 制定了脑卒中规范化诊疗标准操
作流程， 最大限度提高急性脑血管病
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
通过建设“肿瘤中心”，实行大病
近治。 以人民医院两个肿瘤病区和放
疗中心为依托， 配置进口双光子直线
加速器,大孔径模拟定位 CT 机等医疗
仪器设备。 与妇幼保健院组建肿瘤三
级网络开展两癌筛查， 合作上线健康
之路 APP， 逐步开展肿瘤的多学科联
合诊治（MDT）。
通过建设“中医康复中心”，实行
慢病养治。 宁乡市中医院中医康复中
心与全市乡镇卫生院建立协作关系，
指导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规范建设，
33 家乡镇卫生院全面建成中医药
综合服务区，更多小病、慢病得以
在百姓家门口得到治疗。
“以百姓之心为心”，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正伴随着健康宁乡
的发展足迹逐渐实现。

活，
“首诊在基层、 大病进医院、 康复回卫生
院”的就医新格局形成，
“小病不出村、常见病
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得以基本实现。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分级诊疗的
“
宣传，让老百姓明白分级诊疗的目的、意义，
知道在家门口也能够看好病，治好病。同时还
要运用新农合报销政策的杠杆作用， 引导病
人合理分流，还要整合县域内医疗卫生资源，
提高镇乡卫生院的诊疗水平， 更好地为老百
姓服务。 ”王东波说。
一个电话， 自己的家庭医生就会提着药
箱上门服务。随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启动，
这种流行于西方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正在宁
乡市推广。
“
我行动不是很方便，自从去年签约家庭

“医送药下村义诊”活动现场。

医生以来， 医生护士隔段时间就带医疗包上
门，帮我测量血糖和血压，做心电图。”夏铎铺
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刘雪元说。
夏铎铺镇卫生院院长刘勇告诉我们，作
为基层群众的健康“守门人”，夏铎铺镇卫生
院从 2017 年开始在宁乡市率先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和分级诊疗， 采取预约随访、 双向转
诊、 健康咨询等方式为签约群众提供基本医
疗服务。 我们了解到，夏铎铺镇的 478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都已有了签约家庭医生。
据介绍，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机制按照居
民自愿原则， 以家庭为单位与社区卫生服务
团队签订服务协议，为居民提供主动、连续、
综合的健康责任制管理。签约后，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看专家门诊， 专家也能够到社区医院
（乡镇卫生院）坐诊、查房、讲课和指导。
而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人群， 还将每年
享受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服务， 患有大病的
在卫生院内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
简化医疗程序，实行“
一站式”结算；患有重病
的，建立健康扶贫保障机制，加大医疗救助力
度，完善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实行联
动报销。
目前宁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计生特困家
庭签约率 100%，重点人群达 68%，整体签约
率 41.36%。
医改，还需从细节处着手。“6S”管理就
是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
整理、整顿、清洁、规范、素养和安全，这
是
“6S”管理的六大核心要素。 这对卫计系统
管理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2017 年以来，宁乡市卫计系统开始全面
推行“6S”管理。 通过 6S 精益管理的整理、整
顿、清洁，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优
美的环境可以让病人的心情得以放松舒缓。
收费窗口、B 超室、检验科、输液大厅、药房、
预防接种门诊等功能布置让就诊病人一目了
然，切实有效美化了医院环境、提高了就医患
者满意度、优化了医疗服务内涵，得到当地群
众和就医百姓的一致称赞。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启动以来， 宁乡市以
市级医院为龙头， 以医联体建设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为驱动，初步构建了布局合理、上下
联动、功能完善、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新
体系。

本版图片均由宁乡市卫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