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
者 王文 通讯员 张一叶）医保
基金是参保人员的救命钱。一
些医药医疗机构为谋取私利，
竟想方设法进行欺诈骗取。今
天， 长沙市医疗保障局对外通
报了一批存在违约行为的协议
医药机构、医疗机构名单，并对
其进行了追责。

据了解，去年11月以来，长
沙市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
金专项行动。至今年2月，共督
查协议医药机构4200家次，约
谈协议医疗机构51家，查处协
议医药机构299家， 终止医保

服务协议31家（医院7家、药店
24家），中止医保服务协议233
家（医院25家、药店208家），停
止医保结算并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2家，责令限期整改33家。

在专项行动中，监管人员
发现违约医疗机构存在以夸
大疗效、减免费用、赠送物资
等方式诱导住院的问题，分解
收费、重复收费、不按物价政
策收费等违规收费的问题，过
度医疗、入院指征把握不严等
医疗诊治不规范问题，以及床
位作假、虚造医疗费用等弄虚
作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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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陈婕）今天，湖南省科技企业
孵化器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
开， 来自全省各地百余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众创空间代表齐聚一堂。该协会
将全面整合服务资源， 智能匹配创新
资源，探索和构建“省域超级孵化器”
模式，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湖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由岳
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
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株洲高科
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等来自全省各地

的15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据介绍，
该协会将立足全省，依托省级服务平
台，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借助智能化
信息化服务工具，打造一个服务覆盖
全省范围的“省域超级孵化器”。

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始建于1989
年，经过30年的发展，已成为我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截至去
年末， 全省共有国家级孵化器19家、国
家备案众创空间49家、省级孵化器和众
创空间156家， 服务全省数万家创业企
业，带动近18万人就业。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左
丹）日前，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普
外科上演了感人的一幕： 吴女士眼含
热泪将一面锦旗送到医务人员手中，
感谢医务人员救了她的命。

专家下不去， 群众看病难、 看病
贵， 是目前很多偏远县城面临的难
题。2016年7月，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与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结成
紧密型医联体后， 该医院疑难大病
及科研建设取得新突破， 医疗服务
能力大幅提升： 开展了心脏支架植
入、起搏器植入、腹腔镜胃肠道肿瘤
根治术、断指再植、纤维支气管镜技
术等28项新技术。微创手术、腔镜手
术成为医院常规手术。骨外科、心血

管内科、普外科、呼吸内科获怀化市
重点专科，并先后成立脑卒中中心、
胸痛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进
行了医院肿瘤科及癌症规范化治疗
病房的建设， 为肿瘤患者提供同质
化治疗。

共建医联体后，怀化市第一人民
医院先后下派20多名专家到通道工
作，老百姓家门口就能看专家。这使该
县90%以上的患者留在了通道治疗，
看病不再难与贵。2018年， 国家卫健
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与湖南
省卫计委医政医管处相关负责人先
后来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调研，
对其与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联
体建设表示肯定。

湖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成立
打造“省域超级孵化器”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通讯员 喻
玲 记者 左丹）日前，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发布了2014-2018年及2018年度
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 长沙
理工大学表现抢眼。 在2014-2018年
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本科）中
该校排名全国第48名，在2018年全国
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中排名全国第
44名，两项排名均挺进全国50强。

学科竞赛评估以教育部发布的大
学生竞赛项目为依据，排行榜自2017
年12月首次发布，每年发布一次，每轮
数据采集时间跨度5个年度，本次进入
2014-2018年本科排名前100名的高
校中，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36所。长沙
理工大学在2016年位列62名，2017年

位列52名。值得关注的是，本轮评估
对竞赛项目进行了扩容， 从原来的
“18+1”项扩容为“30+4” 项，新增15
项竞赛纳入2014-2018年高校竞赛评
估排行榜， 其中本科类竞赛12项，高
职类竞赛3项。

近年来，长沙理工大学高度重视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学科
竞赛成绩逐年提升。2018年长沙理工
大学获得纳入评估的国家级奖项57
项，其中有：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一等奖，中国“互联网+”大赛中1银奖
2铜奖，“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1金奖2银奖4铜奖， 第十三届全国
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5项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挺进全国学科竞赛50强

家门口就能看专家
通道9成以上患者留在本县治疗

长沙专项打击
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
对一批违约医药医疗机构进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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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娟 洪雷

“我的孩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小孩’。”2月28日， 在湖南省妇幼保
健院罕见病宣传和义诊活动上，甜
甜妈妈讲述了孩子的患病和治病经
历，希望更多人了解、关注、关爱罕
见病患者。

每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罕
见病日。今年的主题是“连接健康和
社会关怀”，旨在唤醒社会对罕见病
问题的重视，以期采取共同行动。

知晓率低，平均确诊时间
长达5年

罕见病其实不罕见。 国际确认
的罕见病有五六千种， 约占人类疾
病的10%。但因为社会知晓率低、缺
医、少药，罕见病确诊时间长，误诊、
漏诊率高。

7岁的甜甜是一名小学生，戴着
眼镜、扎着两条辫子，天真烂漫，言
行举止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不同。如
果不是妈妈介绍， 根本不会将她和

“罕见病”联系起来。
“因为患有苯丙酮尿症，普通饮

食，甚至一些很营养的东西，对她来
说都是‘毒药’。”甜甜妈妈说，她的

饮食需要特别制作， 只能吃米饭和
特殊奶粉，少许的蔬菜。

“对我们来说，确诊太重要了。
我们曾在黑暗中摸索，感到孤独、痛
苦、绝望。”甜甜妈妈说，求医问诊之
路漫长而艰难，直到找对医生、对症
治疗，甜甜的病情有了起色，医生护
士不断鼓励， 全家人对生活又燃起
了希望。

甜甜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
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检测和规范饮
食， 她的智力成长发育与同龄人无
异。

甜甜所患的疾病因为发病率
低，被称为罕见病。省妇幼保健院院
长盛小奇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将罕
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
0.65‰-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

虽然罕见病患病率低， 但病种
繁多，全球共有约3.5亿名罕见病患
者， 我国患病人群超过1700万人。
由于发病率低、临床病例少，且患病
人群分散，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临
床医生， 对罕见病的认知都极为有
限。

有数据显示， 罕见病患儿的平
均确诊时间长达5年，30%以上的罕
见病患者要看5-10个医生，44%的
患者被误诊为其他的疾病，75%的
患者治疗方案不正确、不规范。

建立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开设“罕见病遗传门诊”

“误诊和漏诊现象严重，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有罕见病诊疗能力的医
生稀缺， 临床诊断能力和水平不
高。”盛小奇介绍，我国对于罕见病
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最近
国家系列支持政策的出台和一些公
益组织的不断呼吁， 将罕见病带到
了人们的视野。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
了罕见病目录和诊疗指南，组建了全
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有324家医院
被纳入这一网络，这些医院将通过相
对集中诊疗和双向转诊，为罕见病患
者提供诊疗服务，同时按照国家罕见
病患者登记制度，及时把诊治的罕见
病患者相关信息录入登记系统，逐步
实现病例信息采集汇总、 远程会诊、
在线培训和公众宣传教育等功能。

湖南有10家医院入选， 分别
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湘雅二医
院、湘雅三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妇幼保健
院、长沙市中心医院、怀化市第一人
民医院、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株洲
市中心医院。

作为罕见病协作医疗单位之
一，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2月28日成

立“罕见病遗传门诊”，诊治目标人
群包括所有不明原因疾病患者，包
括生长发育落后、 肌张力低下、智
力障碍、外生殖器模糊、青春期不
发育、身体畸形等。

263种罕见病可成功阻
断，3213名孩子命运被改写

“渐冻人”“玻璃人”“瓷娃娃”
“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 ……这些
听起来诗意的名字，带给人们的却
是无尽的痛苦。如何避免罕见病患
儿的出生，是无数家庭的心愿。

记者从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
专科医院获悉， 约80%的罕见病为
遗传性疾病。该院遗传中心主任谭
跃球介绍，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
检测技术（PGT），可以在胚胎植入
前，利用DNA分析技术对胚胎细胞
进行染色体异常或遗传性疾病诊
断/筛查， 选择正常健康的胚胎植
入。该技术可有效预防罕见病遗传
至下一代，帮助已经罹患罕见病的
患者生育健康宝宝。

据悉，中信湘雅已建立了263种
罕见病的PGT技术，也就是说，可以
阻断263种罕见病的遗传。截至2018
年12月31日， 该院已帮助2943个家
庭诞生了3213名健康婴儿。

湖南10家医院入选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凝聚医学力量 冲破“罕见”人生
科教前沿

2月26日， 娄底市海立方
海洋公园，市民在看海狮表演。
该公园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
米，含2大剧场、18大体验项目
和108项课程， 是一家集海洋
生物观赏、 海洋剧场表演、亲
子娱乐互动、海洋职业体验等
于一体的全业态整合体验型海
洋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湘中可赏
海洋风情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冯丽萍）近日，在永州市冷水滩区高科技工业园某
企业上班的市民段小阳等3人，在该区无偿献血点
献血近1000毫升。春节期间，永州市通过群发短
信、发布相关信息等，积极引导广大市民转变观
念，主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过一个有意义的新
年。2月4日春节放假至今， 共有1186名永州市民
参与无偿献血，采集全血43.3万毫升。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近日，桑植县表彰“首届道德模范”。去年启
动的这一活动分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助人为乐5大项。经过单位推荐、征求意
见、公众投票、网络展示、文明委审核、媒体公示、组
委会综合评定、县委常委会议审定等程序，评选出
了陈海、刘小平、陈海燕、陈军、张茗伟、黄学斌、阙
冬梅、朱德政、周菊娥9名“首届道德模范”。

永州：市民春节无偿献血

桑植：表彰“首届道德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