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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陵区丹洲乡贫困患者龙西全说：
“这次我因脑卒住院花了 10800 多块钱，住院
时医院也没有要我交押金， 出院时我个人只
出了 1080 多块钱，还不用到处跑，直接在医
院的结账窗口就办好了，方便又少花钱，真要
感谢党的扶贫政策好。 ”

自 2017 年 8 月全面推进健康扶贫工作
以来，常德市始终坚持脱贫先脱病，把健康扶
贫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我们从常德市卫健委
了解到， 目前常德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均实现
了“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落实了“三
提高、两补贴、一减免、一兜底”等综合保障政
策，构筑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商业
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医疗救助、医院减免、
健康扶贫专项救助基金“六道防线”，全市农村
贫困人口县域内住院综合保障后实际报销比
例达到了 90%。

此外，常德市全面落实“大病集中救治一
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
批”的“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将贫困人口大病
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 29 个，经正规转诊到市

级定点指导医院就诊的，实际报销比例保障到
了 80%； 常德做细做实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对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
障碍等慢性病患者一年 4 次随访， 对高发的
脑血管病、冠心病、慢阻肺、类风湿关节炎、骨
关节炎、重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 6种主要慢
性病患者发放健康教育处方，完善了城乡居民
医保门诊保障政策，将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
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常德还重点加强了村卫
生室能力达标建设，2019年底，彻底消除行政
村村卫生室“空白村”，所有行政村村卫生室全
面达标，确保全市人民群众“有地方看病、有医
生看病、有制度保障看病”。

推进健康扶贫，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是常德市委、市政府认真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具体行动，也是助推常德高质量
发展、 改善民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此，
常德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曹立军多
次强调，“医疗卫生要始终坚守和践行让老百
姓都能享有优质医疗服务，切实降低群众医疗
负担的初心， 不能看医院收入增加了多少，而

是要看群众医疗负担降低了多少。 ”
绿水青山今又是，换了人间。 一串串数字

像串起的一颗颗民心，深深地印在常德卫健事
业的备忘录上。 截至目前，常德市大病覆盖人
数 13009 人， 已经救治 12590 人， 救治率为
96.78%；慢病覆盖人数 94817 人，已累计救治
94817 人，救治率 100%；重病兜底保障覆盖
人数 10916 人， 已救治 10389 人， 救治率
95.17%。 医疗总费用 35509 万元， 个人自付
4221.35 万元，报销费用 31287.65 万元，贫困
人口个人住院综合报销比例达到了 88.11%。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
会越来越多， 健康常德的蓝图也只会越描越
细、越绘越美，这就要求常德卫健人拿出“绣
花”功夫，来不得半点马虎，正如常德市卫健委
主任王兴钊所讲的， 健康常德永远在路上，要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我之心、尽我所
能，全力推进健康常德高品质建设、卫生健康
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卫生健康新篇章，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践行
时代使命和担当。

2004年 9月 29日，心脏病患者李敏在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了耗时 3 小时 30
分钟的心脏移植手术。 手术采用标准法原位
心脏移植方式，经过 10天的抗排斥治疗，李
敏轻松地走下病床。 这标志着我省市州医院
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圆满成功。 时至今日，“换
心人”李敏已经安全度过了十五载，她的生命
奇迹也见证了常德医疗服务的华丽蜕变。

心脏移植手术是一种风险极大的高难
度、特大型手术，在外科手术中代表着现代
医学的最高水平。 放在几十年前的常德，做
这样的手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1949年，常
德地区公立卫生机构及教会医院仅有 11
所，加上私人诊所，医务人员只有 2367 人，
病床 266张，中医大多是个体行医。 那时诊
断疾病主要凭临床经验，听诊器、血压计、
体温表是医生的全部家当。 一个普通人如
果那时患上心脏病，基本上就只有等死。

为全面改善医疗服务环境，常德历届市
委、市政府注重在卫生健康事业上加大投入，

特别是 2014-2016年间，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65亿元，新建了湘雅常德医院，改扩建了市
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中医医院、 第二人民医
院， 迁址新建或原地改扩建了 16家县级医
院、17个市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0%的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截至 2018年，全市共
有医疗机构 5447个，开放床位 3.92万张，每
千人口拥有医疗床位 6.32张。

为解决人才短板问题， 全市上下大力
实施医护专业人才培育、 引进工程， 截至
2018 年， 全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达到
33336人，是 1949年的 14.3倍。

医院诊疗设备全面更新，CT、X 光机、
B超机、救护车已成为乡镇卫生院的基本配
置，市县医院更是引进了美国 GE3.0T核磁
共振、64 排 128 层高速螺旋 CT、瓦里安高
能直线加速器， 甚至救援直升机等当前先
进的医疗设备，依托先进的诊疗设备，医疗
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专业分科日趋精细，
医疗技术更加精湛。

今年 66岁的雷德全老人，10 多年前因
糖尿病引发了慢性肾衰， 要靠透析来维持
生命。 过去每个月透析费用要 1500 元左
右，对他的家庭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自 2018
年，常德市大力推进医疗控费以来，他一个
月的透析费用下降到 600 元， 家庭经济负
担一下子就减轻了。

为切实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近年来，
常德市以全面深化医改为抓手， 加强对全
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监测力度， 先后
采取取消药品加成、启动分级诊疗、加强医
疗行为监管、推进单病种付费、严格医疗控
费考核、加强医疗控费监管等综合措施，严
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目前，全市区
域医疗费用增幅、药占比、百元医疗收入耗
材占比、 百元医疗收入服务性收入占比基
本达到目标要求， 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
理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群众获得感
进一步提升。

此外， 常德市还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试点改革，自 2004 年澧县被确定为
国家试点县以来，经过 4 年探索实践，2008
年新农合覆盖全市农村。 城乡居民医保政
府补助标准提高到了 450 元 / 人， 参保率
达到 99.29%。 基本解决了农民看病无法报
销，“大病拖小病抗”的局面。

随之而来，医院改革也在常德开花结果。

2012年 12月，常德市石门县被列为全
国首批医改试点县，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
切入点，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得到了国家和
省里的高度肯定。

2015年， 常德市其他 6 县市全面启动
公立医院改革。

2016年，常德被列为全国第四批城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当年 10月 1日零
时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

改革改出了新活力。 常德组建了以市一
医院、市一中医医院、市妇保院为龙头的三个
医疗联盟，支持“圣心”医生集团发展，在武陵
区、鼎城区启动了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基层首
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多点执业制度初步
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22.5%，
重点人群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服务覆盖
率分别达到 41.3%和 100%。

好风凭借力，医改正当时。2019年 9月
20日上午， 在常德市城市医疗集团成立大
会上，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常德
市第一中医医院医疗集团、 湘雅常德医院
医疗集团正式成立并授牌。 常德三大城市
医疗集团的成立，将充分发挥区域内大医院
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等优势，整合资源，优
势互补，强化资源配置利用效率；有效控制
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满意度。

常德市于 1990 年开始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2002 年，通过十年磨一剑的努力，成为中
南六省第一个获得国家卫生城市殊荣的地级
市。 近 20 年来，乘着创建和巩固国家卫生城
市的东风，狠抓公共卫生服务，大力推进健康
常德建设，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2018
年，常德市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国家
卫生城市这块含金量极重的金字招牌仍被稳
稳地捧在手里。

一说起卫生城市创建， 家住启明街道建
设桥附近的刘志华就竖起了大拇指。 他告诉
我们：“以前， 穿紫河的水臭气熏天， 天气一
热，大家基本都不敢到文化宫这里散步，现在
好了，市委、市政府积极实施水改，倡导市民
爱卫生爱环境，穿紫河的水又清了，基本没臭

味了，河里钓的鱼也敢吃了……”
近些年来，通过创建和巩固卫生城市，常

德卫健部门充分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宣传健康知识，普及健康生活。 深
入开展以健康教育、 市容环境卫生、 环境保
护、饮用水和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为主要
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开展卫生城市、卫
生村镇创建活动，市本级连续 16 年保持国家
卫生城市称号，5 个县创建为国家卫生县城，4
个乡镇创建为省级卫生镇，14 个乡镇创建为
市级卫生镇，74 个村创建为省级卫生村、139
个村创建为市级卫生村。 人民群众健康意识
明显增强， 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正在从传统的
疾病治疗转变为疾病预防和保健养生。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基于这

种认识，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德睿多次强调：“要强化健康优先的发展理
念，要绘好健康常德的美好蓝图，要突出健康
事业的发展重点， 要凝聚健康保障的工作合
力，奋力推进健康常德建设。 ”

当认识的深度转化为行动的力度， 效果就
会显现。 自 2014以来，常德连续 4年无新生儿
破伤风发生， 连续 4年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 连续 28年保持无脊灰状态，疟
疾基本消除、艾滋病得到有效防治，分别通过了
省达标考核和国家终期评估。 消除了血吸虫病
流行一、二、三类村，所有疫区均达到了国家血
吸虫病健康控制标准。 连续多年无重大传染病
疫情暴发流行、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无重大餐饮安全事故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 常德市计划生育政策按
照国家政策的调整，先后经历了全面一孩、单
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政策转型，计划生育工作
重心经历了由单纯控制人口总数向优生优育
综合策略的转变。

着力改善妇幼健康服务环境， 规范妇幼
健康服务管理，狠抓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实行
出生缺陷精准干预，叶酸免费增补、免费婚前
医学检查、 产前筛查等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工

作不断加强， 妇女儿童健康状况继续得到改
善，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1.74/10 万，5 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 4.12‰， 优于全国全省
平均水平。

着力推动计生奖扶政策落实落地， 构建
了农村奖扶、城镇奖励、特殊家庭扶助、并发症
人员扶助等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全市确认各类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 35.92 万人，发放各类
奖励扶助金达 4.08 亿元， 是全省奖励扶助对

象群体最大、资金配套最多的市州。
特别是常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从

2018年 1月 1日起， 在落实法定政策和医疗
救助的基础上，将独生子女伤残对象扶助金从
每人每月 37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650 元，独
生子女死亡对象扶助金从每人每月 440 元提
高到每人每月 800 元， 为每户独生子女死亡
家庭发放一次性救助金 1万元，充分体现了常
德抓计生工作的温度和情怀。

一个创建 倒逼了健康水平的大提升
一床手术 见证了医疗服务的大蜕变一床手术 见证了医疗服务的大蜕变

一次大病 感受了体制改革的大实惠一次大病 感受了体制改革的大实惠

一种转型 看到了计生服务的大情怀一种转型 看到了计生服务的大情怀

一场攻坚 促进了健康扶贫的大落实一场攻坚 促进了健康扶贫的大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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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总投资 8.5 亿元的常德市第
一中医院异地新建项目开工，为突出湘西北区
域医疗中心功能建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9 月 20 日， 常德三大城市医疗集团的成
立，有效强化资源配置利用效率、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服务能力，为常德卫生健康事业树立起
一座里程碑。

9 月 23 日， 湘雅常德医院一场惊心动魄
的直升机急救，让在二广高速上突发恶性心绞
痛的张某转危为安，彰显出常德立体多层次急
救网的不断完善。

9 月 29 日，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传出喜
讯，该院 60 天为 200 余例患者施行日间手术
（病人从入院到出院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这
种高效、精准、优质的手术服务新模式，成为该
院深化医改推出的又一新举措。

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近年来，常德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基
层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卫生与
健康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真可谓是“借问瘟
君欲何往”，去疴沅澧换人间。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全景。

湘雅常德医院全景。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新址奠基现场。 常德市卫生健康委领导实地走访慰问贫困户。

常德立体多层次急救网。

(本版图片均由常德市卫健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