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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2017
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中，湘潭市中心医院被授予“全国改
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称号。 11月24
日，湘潭市中心医院就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举行媒体见面会，省卫健
委、省人民医院、株洲市等相关单位
负责人参加了观摩。

湘潭市中心医院作为湘潭地区
最大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承担着湘
潭市区53.95%的医疗业务量和90%的

急救任务。 湘潭市中心医院在这一轮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中，在分级诊疗、
技术创新、危急重症救治、智慧医院、
志愿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打出了一
套“组合拳”，为医院在新一轮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中打下了良好基础。

湘潭市政协副主席、市中心医院
院长曾建平介绍，针对区域发病率高
的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近年来
医院开展了10多项新诊疗技术，让更
多患者提高了生存机会和改善了生
活质量。 如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TAVR）技术，这是一项治疗心脏瓣

膜病的新技术。 今年8月，医院心内科
接诊了一位74岁的重度主动脉瓣狭
窄的病人，该患者来到湘潭市中心医
院后，经过医院多学科协作，为患者
施行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这项
新技术，术后3天就能行走。

该院还成立了湖南省肿瘤免疫
治疗技术工程实验室， 致力于国际
最前沿的CAR-T技术的研发，目前
已经能够开展多种常规免疫细胞治
疗技术， 今年还获批为湖南省肿瘤
免疫治疗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这是目前湖南省在该领域批准的唯

一一家示范基地。
以满足患者医疗服务需求为导

向， 在上一轮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中， 湘潭市中心医院在预约诊疗
等五个方面实施了有效举措， 取得
了良好效果。 今年该院已经将这五
项服务举措固化为医院工作制度，
以五项制度为基准点， 进一步提升
医疗服务能力。

据了解， 湘潭市中心医院在服
务流程、 分级诊疗、 健康管理等方
面，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的应
用， 以智慧医院为落脚点， 投资
4000多万元改造医院信息系统，建
立统一大数据平台和多机构版软
件，实现不同地点、级别、性质的医
院信息互联互通，检查结果互认。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李淑玉 王继斌） 今天，中
央、省、市三级媒体组成的“文脉颂中华·
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采访团，走进
衡阳石鼓书院， 一同感受千年书院文
化，追寻湖湘文脉。

石鼓书院是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
一，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已有
1200余年历史。 千百年来，此地弦歌
不辍，众多名家贤达纷至书院讲学，朱
熹、张栻、曾熙等是其中翘楚，王夫之、
曾国藩、彭玉麟、杨度等一大批济世之
才也由此走出。

“石鼓书院建于唐，扬名于宋，繁盛
于明清，又在近代毁于日寇炮火，几经兴
废，最终于2006年在原址上照旧重修。 ”
衡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谭崇恩介绍，如
今的石鼓书院已经恢复中国书院讲学、
藏书、祭祀的三大功能，并延伸开展“石
鼓书院大讲堂”、启蒙学子开笔礼、传统
文化义务讲解等系列文化推广活动。

采访团一行听取了书院的发展历
史与文化传承故事，观赏湘剧、衡州花
鼓戏、祁剧、衡州渔鼓等衡阳地方非遗
经典剧目展演，并围绕“石鼓书院的历
史与精神内涵”展开座谈交流。

�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严万达
黄柳英 陈斌）今天，永州市零陵区举
行中学生红色文化简明读本《少年心
向党》首发仪式，并将书本全覆盖赠送
给全区初中学校， 用红色革命精神滋
润两万多名初中生心田。 让红色文化
进校园， 零陵区这一创新举措获得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积极推介。

零陵区把红色教育作为德育教育
的重要载体，在中小学开展“弘扬红色
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红色文

化进校园”活动，让青少年扣好人生中的
第一颗“红色扣子”。 活动包括编写一套
红色文化知识读本、制作一批红色文化
教育课件、组建一支红色文化宣讲队伍
等“十个一”工程。

至今，该区出版小学生红色文化读
本《童心向党》6册5.2万本，创立一批“红
色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零陵区党史知
识调查问卷评分， 由2017年的30多分，
提升到了2018年的74.73分，红色火种的
“燎原之势”正逐步形成。

�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通讯员
喻玲 记者 左丹） 昨晚，“美好青春我
做主”2018年红丝带青春校园行活动
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防艾专家们与长
沙理工学子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活动开始前， 主办方通过网络方
式向该校全校师生普及了艾滋病防治
知识，1722名学生参与了网络答题。
当晚，红丝带健康大使、中央电视台主
持人任鲁豫结合调查结果， 现场访谈
了艾滋病临床专家、 广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蔡卫平教授和湖南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曦副主任两位

嘉宾， 向青年学子讲解艾滋病的传播
途径、预防措施、检测治疗等知识，并
与现场学子进行了交流互动， 解答学
子们的疑问。

据悉，“红丝带青春校园行活动”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指导，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共青团中央权益
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主办，每年每省选择一所高校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2015至2017年共
赴65所高校开展了相关活动。

访石鼓书院 寻湖湘文脉

红色文化简明读本《少年心向党》首发

红丝带青春校园行走进长理
湘潭市中心医院:

打出“组合拳”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沈念梓

11月26日，全省改革完善全科
医生培养使用激励政策培训班在长
沙开班。 省卫生健康委和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就我省出
台的《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
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简称
《实施意见》）， 作了政策宣讲解读。
湖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我省将从福
利待遇、职称晋升、岗位聘用多方位
保障和激励全科医生的培养和使
用，全科医生迎来发展的“春天”。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易露茜介
绍，全科医生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与及时转诊、 预防保
健、康复治疗和慢病管理等一体化服
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截
至2018年10月底，我省每万人口拥有
全科医生1.81人。按照《实施意见》，到
2020年， 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2名
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

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据悉， 我省将加大全科医学教

育培养力度， 要求高校要面向全体
医学类专业学生开展全科医学教育
和全科临床见习实习， 支持有条件
的高校成立全科医学教研室、 全科
医学系或全科医学学院， 开设全科
医学概论等必修课程， 加大农村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

为提高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我
省建立高层次全科医生招聘“绿色通
道”。凡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且自愿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担任全科医生的人员，公开
招考不受招聘岗位人数与报考人数
比例的限制；取得《全科医学专业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和《助理全
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纳入基
层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范围，经研
究核准，可以直接考核聘用；定向医学
生毕业到签约县市区报到后，相关部
门要按规定履行编制使用核准程序，
在核定的编制限额内安排其到乡镇

卫生院工作， 确保有编有岗， 专编专
用；对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
到乡镇卫生院执业的全科医生，可实
行“县管乡用”，对取得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合格证后到村卫生室工作的助
理全科医生，可实行“乡管村用”。

全科医生薪酬将大幅提升。 按
照国家政策要求， 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科医生的工资水平， 将与当地
县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工
资水平相衔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可在当年医疗服务收入的结余资金
中， 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增发当年的
奖励性绩效工资， 对聘用了经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 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合格的全科医生和助理全科医生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在核定绩效
工资总量时给予重点倾斜； 明确全
科诊疗收费项目及服务价格， 并将
全科诊疗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报销范
围，提高全科医生的技术劳务价格。

在职称晋升方面，增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岗

位比例， 重点向经规范化培训合格的
全科医生倾斜；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
经全科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合格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的人员，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考
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 基层全
科医生参加中级职称考试或申报高
级职称时， 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
件， 对论文和科研成果也不作硬性规
定，侧重评价其临床工作能力。

我省还将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与
健康扶贫相结合，凡经全科医学专业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取得中级
职称后在贫困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连续工作满10年的全科医生，经“基
卫高”职称评审委员会认定，可直接
晋升“基卫高”副主任医师职称。

另外， 支持符合条件的全科医
生开办全科诊所， 符合条件的非营
利性全科诊所， 可参与提供基本医
疗、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全科医生
培养工作， 承接政府下达的相关任
务，可按规定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福利待遇、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多方位激励———

湖南全科医生迎来发展“春天”
科教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