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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王丽容）今天，湖南部省合作地质调
查暨长株潭城市群环境地质调查成果发布移
交及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省国土资源厅党组
成员、 副厅长尹学朗介绍部省合作的重大成
果。10年来，湖南累计投入资金约37亿元，先
后实施矿产勘查项目960余个， 实现新探获
矿产资源经济价值超2.9万亿元。

2008年7月，国土资源部、省政府签订了
《合作开展湖南省地质调查工作协议》和《共
同推进湖南省国土资源工作促进长株潭城市
群“两型”社会建设合作备忘录》，此后湖南地
质调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成果。

新能源地质调查方面， 查明全省页岩气
资源量达9.2万亿立方米左右，约占全国资源
储量的7%，排全国第六。发现汝城热水、宁乡
灰汤两个典型地段的干热岩， 可采资源量折
合标准煤约22亿吨，相当于湖南省2014年能
源消耗总量的14倍。

旅游地质调查摸清了全省地质遗迹现
状，新发现4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3处红石林
地貌，湖南成为世界上砂岩峰林、红色石林最
独特的地区。

农业地质调查共完成调查面积8万多平
方公里，发现富硒土壤3.2万平方公里，富锗
土壤3.9万平方公里，富含多种微量有益元素
土壤2万多平方公里。

另据调查结果显示， 长株潭城市群地壳
稳定性和工程建设适宜性总体较好，83%以
上的区域适宜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 但应高
度关注岩溶地面塌陷和崩滑流等地质灾害问
题；长株潭核心区0至60米地下空间79%以上
都适宜开发。

� � � �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曹娴）在今
天举行的2017年“工业互联网+检验检测”论
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湖北航
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广州广电计量检测
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检测机构， 签约进驻我
省第一家工业检测云平台———“全汇测”，我
省检验检测产业正在加速壮大。

据介绍，“全汇测” 是由湖南航天天麓新
材料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检测服务云
平台。天麓新材料检测公司为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的三级子公司，“全汇测” 同时也是汇集
超过100万家工业企业资源的国家工业互联
网平台———航天云网的检测专区。

“全汇测”电脑客户端今年3月上线，可
为检测供需双方提供能力/需求发布、检测交
易、检测物流、技术咨询、检测设备开放等一
站式检测服务，目前已吸引76家检测机构入
驻，注册企业用户达500余家，拥有线下1200

平方米自建实验室、3000余台检测设备，是
省内唯一一家专业新材料检测机构。

湖南航天天麓新材料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胡兴介绍，检测机构市场化和“检管分
离”形势日趋明朗，第三方检验检测是千亿级
的市场新蓝海；“全汇测” 将通过检测大数据
服务系统、全流程在线管理系统、第三方交易
保障系统等功能，更好地服务检测供需双方。

湖南省质量检验协会理事长张双武介绍，
我省检验检测机构及相关的创新中心在全国位
居前列，注册检验检测机构超过1400家，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15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14个、国
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23个以及省重点实验
室125个、省工程技术中心196个，检验检测行
业有望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的一张新名片。

会上， 由湖南航天天麓新材料检测公司
等8家企业发起成立的长沙市新材料检验检
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省发改委、省卫计委、省人社厅近日联
合出台《关于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实施按病
种收付费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17年12
月31日起， 在长部省属13家公立医院实施按
病种收付费改革，将对老年性白内障(单眼)等
106个病种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按病种收费标
准包括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费用， 医院
可不再向患者出具“每日费用清单”。

为什么会出台这项改革，改革会给医院、
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省发改委、省
人社厅有关部门对此政策作出如下解读。

推行按病种收费可有效控制
医药费用

在公立医院推行按病种收费改革，是根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关于推
进按病种收费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7〕68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
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工
作任务〉的通知》（湘政办函〔2017〕65号）要
求进行的医疗服务定价方式的改革， 目的是
促进公立医院建立合理的成本约束机制，规
范诊疗行为，增强内生动力，控制医药费用不
合理上涨，减轻患者和社会医药费用负担。

106个病种实行“一病一治一码”
病种主要按照临床路径明确、 技术成

熟、质量可控且费用稳定的原则，在国家发
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公布的320个病种
基础上，邀请医院物价、医保、医务、编码专
家对病种进行逐一评审， 遴选我省病种目
录。同时由病案编写专家统一对每个病种主
诊断、主要操作/治疗方式进行编码，并结合
医院实际进行反复调整，最终达到一病一治
一码。

按病种收费包括患者住院
期间发生的全部费用

按病种收费包括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
全部费用，即患者入院，按病种治疗管理流
程接受规范诊疗最终达到临床疗效标准出
院，整个过程所发生的诊断、治疗、检验、检
查、手术、麻醉、床位、护理、药品、医用耗材
等各项费用，以及医疗机构要求或者推荐患
者外购并在医院使用的药品、医用耗材等费
用，不包括患者在治疗期间发生并发症或其
他伴发病而需住院治疗的费用。

病种收费标准之外， 可另行收费的，一
是按规定列入“除外内容”可另行收费的耗
材，涉及11个病种7大类植入性耗材；二是患
者自愿选择单人间、 套间以及特需病房，其
床位费超出省发改委《关于重新公布在长部
省属公立医院病房床位价格的通知》规定的
双人间病房标准的部分。这两部分不计入病
种收费标准，可另收费的医用耗材超出医保
支付标准以及床位费超出普通病房双人间
标准的部分，由患者自行支付。除此之外，医
院不得另收其他费用。

列入按病种收费管理的病种
费用不设起付线

参保人员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发生的
列入按病种收费管理的病种费用，医保按照
该病种收费标准结算，不设起付线，由个人
和统筹基金分担。按病种收费管理规定可另
行收费的医用耗材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由医保按规定支付标准支付，超出部分患者
自行支付。各地人社部门结合本地按病种收
费标准水平和医保基金支付实际支付能力，
在不低于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统筹基金支
付水平的基础上，制定本地二、三级公立医
院上述病种费用的医保支付政策。

按病种付费政策与大病保险
政策如何衔接

列入按病种收费管理的病种费用和可
另行收费的医用耗材费用(最高支付限额标
准内)，全额纳入大病保险合规费用范围。符
合职工大病医疗互助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支付政策，以及符合医疗救助政策的医疗费
用，继续按相关规定执行。城乡居民医保制
度原有大病保障病种， 在106个病种范围内
的，按照本文件规定收付费标准执行，自负
部分不再纳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不在106个病种范围内的， 继续按照原有保
障政策执行。

发生变异病例费用如何处理
公立医院接诊符合临床路径准入条件

的病种， 包括患者同时具有其他疾病诊断，
但在住院期间不需要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
一诊断的，一律纳入按病种收费管理。患者
在同一次住院治疗过程中，需要实施病种中
两个及以上病种主要操作/治疗方式,或因合
并症、并发症、参保人员病情较重、体质特殊

等原因，导致实际诊疗路径明显偏离规定临
床路径等情况的， 可退出按病种收付费，仍
按项目收费、医保按原付费方式结算。退出
按病种收付费应及时告知患者，并报医保经
办机构核查。在长部省属医院的变异率不得
超过20%。

实际费用超出病种收费标准
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

要求公立医院要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组
织实施。 要严格按照临床路径管理要求，确
保医疗质量、合理诊疗。不得推诿患者，不得
无故简化诊疗过程或分解住院次数，不得通
过处方外购、院外检查或门诊处方、门诊检
查等方式转嫁病种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要尊重患者知情权， 在实施按病种收费前，
要将收费标准、另收费耗材、临床路径、进入
和退出机制等告知患者。同时，强化公立医
院的控费工作，对实际费用超出病种收费标
准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对实际费用低于
病种收费标准的结余部分，作为医院的业务
收入留用。

� � � �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对老年性白内障等106个病种，将实施按病种收付费，
省发改委、省人社厅这样解读新政———

规范诊疗行为 减轻患者负担

1、神经系统疾病：全面惊厥性癫痫持续
状态、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慢性硬膜下血肿、
三叉神经痛（单侧）；

2、内分泌、营养及代谢疾病：结节性甲
状腺肿、甲状腺癌；

3、眼和附器疾病：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
光眼、老年性白内障（单眼）、单纯性孔源性
视网膜脱离（单眼巩膜环扎术）、单纯性孔源
性视网膜脱离（单眼巩膜外加压术）、翼状胬
肉、慢性泪囊炎；

4、耳和乳突疾病：分泌性中耳炎、慢性
化脓性中耳炎 （经耳内镜I型鼓室成形术）、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经外耳道Ⅱ型鼓室成形
术）；

5、鼻咽喉疾病：慢性扁桃体炎（双侧）、
鼻中隔偏曲 、声带息肉 、慢性鼻窦炎 、喉癌
（喉全切除术）、喉癌（喉次全切除术）；

6、口腔、颌面疾病：单侧一度唇裂、甲状
舌管囊肿；

7、呼吸系统疾病：初治菌阳肺结核、肺
脓肿伴肺炎、支气管肺癌、肺良性肿瘤、支气
管扩张（直视下肺叶或肺段切除术）、支气管
扩张（经胸腔镜肺或肺段切除术）、自发性气
胸、胸腺肿瘤、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8、循环系统疾病：动脉导管未闭、房间
隔缺损（体外循环下房间隔缺损缝合术）、房
间隔缺损（体外循环下房间隔缺损补片修补
术，含补片材料）、室间隔缺损 （体外循环下
室间隔缺损缝合术 ）、室间隔缺损 （体外循
环下室间隔缺损补片修补术 ， 含补片材
料 ）、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病变 、冠心病不
稳定性心绞痛、主动脉瓣病变、急性ST段抬
高心肌梗死、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单腔永久
起搏器安置术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双腔
永久起搏器安置术）、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性
心动过速；

9、血液、造血器官、免疫系统疾病：儿童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初治患者、儿
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初治患者；

10、消化系统疾病：胃癌（腹腔镜下根治
性近端胃大部切除术）、胃癌（直视下根治性
近端胃大部切除术）、胃癌（直视下根治性远
端胃大部切除术）、胃癌（腹腔镜下根治性远
端胃大部切除术）、胃十二指肠溃疡、急性阑
尾炎、直肠息肉或直肠良性肿瘤、单侧腹股
沟斜疝（腹腔镜下腹股沟斜疝修补术）、单侧

腹股沟斜疝（直视下腹股沟斜疝修补术）、下
肢静脉曲张、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胆囊
息肉、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无胆管炎，直
视下胆囊切除术）、 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
（无胆管炎，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胆管结
石伴胆囊炎（无胆管炎，直视下胆总管切开
取石+胆囊切除）、胆管结石伴胆囊炎（无胆
管炎，腹腔镜下胆总管切开取石术）、血栓性
外痔、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贲门失弛缓
症、结肠癌（直视下半结肠切除术，含淋巴结
清扫）、结肠癌（腹腔镜下半结肠切除术，含
淋巴结清扫）；直肠癌（直视下会阴直肠癌根
治术，含淋巴结清扫）、直肠癌（腹腔镜下会
阴直肠癌根治术，含淋巴结清扫）、急性肠套
叠、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含阑尾穿孔或阑尾
周围脓肿）、结肠息肉或结肠良性肿瘤；

11、肾脏和泌尿道疾病：肾癌（腹腔镜下
根治性肾切除术，含淋巴结清扫）、肾癌（腹
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含淋巴结清扫）、膀胱
癌、膀胱肿瘤、单侧肾盂输尿管结石伴或不
伴肾积水；

12、男性生殖系统疾病：良性前列腺增
生、肾结石伴或不伴肾积水、精索静脉曲张
（单侧）、睾丸鞘膜积液、前列腺癌；

13、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子宫肌腺症、卵
巢囊肿、卵巢良性肿瘤（腹腔镜下卵巢肿瘤
切除术）、卵巢良性肿瘤（直视下卵巢肿瘤切
除术）、输卵管妊娠（直视下单侧输卵管切除
术）、输卵管妊娠（腹腔镜下单侧输卵管切除
术）、输卵管妊娠（腹腔镜下单侧输卵管开窗
术）、子宫平滑肌瘤（直视下全子宫切除术）、
子宫平滑肌瘤（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
子宫粘膜下平滑肌瘤、宫颈癌（腹腔镜下全
子宫广泛性切除术+双附件切除）、 宫颈癌
（直视下全子宫广泛性切除术+双附件切
除）、宫颈癌（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或子宫广
泛性切除术）；

14、妊娠、分娩和产褥期疾病：胎膜早破
（足月）行阴道分娩；

15、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腰
椎间盘突出症、创伤性半月板损伤、股骨颈
骨折、复发性肩关节脱位、尺骨鹰嘴骨折、股
骨干骨折、无菌性股骨头坏死；

16、皮肤、皮下组织、乳腺疾病和烧伤：
乳腺癌；

17、其他：终末期肾脏病（已确诊）。

■相关链接

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按病种收付费的106个病种

10年新探获矿产资源
价值超2.9万亿元
全省页岩气资源量约占全国7%， 长株潭

核心区近八成地下空间适宜开发

我省检验检测产业加速壮大
“全汇测”已入驻76家检测机构，注册企业用户500余家

沈德良

一只小龙虾，在“吃货”们眼里，就是释放
味蕾、大快朵颐的食材，但在周顺祥眼里却是
带来真金白银的宝贝疙瘩： 它上游连着千家
万户虾农，终端联通过千亿元的餐饮市场；除
了作为餐桌上的美食，它还是提取甲壳素、虾
青素、氨基葡萄糖的原料。

有数据显示，小龙虾市场从2015年起出现
爆发式增长。作为规模超千亿元的食材单品，
其市场供应依然呈现出持续扩容的态势 ，并
迎来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如今，以小龙虾主
打的餐饮品牌遍布线上线下市场。

谈及小龙虾，就不得不提江苏盱眙。经过近

20年的发展，盱眙的龙虾产业已达到“百亿级”，
并带动着“虾稻共生”种养模式，着力推动盱眙
龙虾全产业链发展； 已连续举办十多届的 “中
国·盱眙国际龙虾节”，成为了盱眙的一张名片。

同样，在湖北潜江，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与发
展，小龙虾产业已形成苗种繁殖、加工出口、餐
饮服务、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完整产业链条，
形成三个密集加工企业群，11家园区加工企业，
有5家拥有自营出口权， 年加工能力超过20万
吨，出口创汇占到全国40%以上的市场份额。

“吃透”一只小龙虾，可以衍生成一条产业
链，周顺祥的“虾大王”给了人们更多启迪。但
与其他省份相比，湖南的 “小龙虾 ”文章还有
更广的发挥空间。

�荨荨（紧接1版）在农交会上，周顺祥眼见江苏盱
眙、湖北潜江相继亮出“中国龙虾之都”“中国
小龙虾之乡”的招牌，名头越来越响，而湖南
小龙虾渐落下风。

作为湖南小龙虾产业的领头人， 周顺祥
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呼吁： 争取国家级大平
台，做强小龙虾产业链。在省市畜牧水产部门
支持下， 顺祥食品公司每年投入2000多万元
研发资金，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湖南农
大、省水科所等科研机构，连续攻克小龙虾良
种繁殖、健康养殖、精深加工等难题，还从虾
壳中提取出甲壳素、虾青素、氨基葡萄糖，科
研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2015年底，经中国水
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评审通过，“中国小龙虾养
殖加工研发中心”在顺祥食品公司挂牌。

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之路，顺祥食
品公司为农民提供虾苗、技术，实行保底价收
购，带动南县稻田养虾规模化发展。南县县委
常委、副县长武深树介绍，今年，南县稻田养
虾突破30万亩，综合产值逾50亿元。

如今，在中国小龙虾产业版图上，湖北潜
江、江苏盱眙、湖南南县已成“三足鼎立”之
势。

冰镇香草小龙虾吃出“新意”
大众餐桌上的小龙虾， 一般都是现炒现

吃。湖北的油焖大虾，江苏的十三香小龙虾，
近年来红遍大江南北。

湖南小龙虾如何吃出“新意”？周顺祥反
复琢磨。

小龙虾消费主要是夏季，大热天吃热虾，

让人觉得更加酷暑难耐。2011年，周顺祥突发
奇想， 炎热的夏天能否吃上冰凉可口的小龙
虾，以美食消暑呢？他组织公司研发人员反复
调试，经过上百次调料配比，加入香草熬制的
汤料，一种沁人心脾的冰虾吃法，在顺祥食品
公司诞生了。

顺祥食品公司独创冰镇香草汤料虾，精
心挑选本土出产的“爆头虾”，经蒸汽蒸煮、液
氮速冻， 完整锁住鲜味； 解冻略带一点点冰
吃，清香四溢，格外爽口。2014年，冰镇香草汤
料虾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2015年获湖南
省科学技术成果奖。今年再获殊荣：顺祥食品
公司摘得湖南省首届创新奖， 冰镇香草汤料
虾被评为“全省十大创新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 冰镇香草汤料虾受到消
费者的热捧，每盒20个小龙虾，出口欧盟价格
高达60欧元，平均每个小龙虾卖3欧元。

“加工冰镇香草汤料虾，小龙虾可以四季
供货。”周顺祥说，稻田养殖的小龙虾，集中在
4月中下旬上市。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旺季消
化不了的小龙虾，制成冰镇香草汤料虾，放入
冷库，保质期可达1年，实现均衡上市，虾农增
收更有保障。

洞庭鱼虾扬帆出海
尽管过去了10多年， 周顺祥仍清楚地记

得，2002年春天，他首次参展美国波士顿龙虾
节的场景。

琳琅满目的展品，讲着不同语言的客商，
让他感到新奇。突然，一位客商对他伸出大拇
指，不停地用英语比划。旁边有人解释，客商
称赞他的产品好，要同他做生意。

“真是幸运。”周顺祥说，这位客商就是美
国大明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肖恩，一次要9个
集装箱的小龙虾，订单金额300万美元。首单
生意做成后， 周顺祥邀请肖恩多次来洞庭湖
区考察， 收获大量订单， 南县小龙虾畅销美
国。

小龙虾出口顺风顺水，周顺祥又思考：如
何把洞庭湖区的淡水鱼销往国外。

在欧美，制作西餐所需的鱼片，主要是海
水鱼，肉多刺少。而江河湖泊中的淡水鱼刺比
较多，不仅有主刺，还有细刺肌间刺。淡水鱼
加工鱼片，鱼刺很难去除干净，在欧美被视为
不安全食品。 周顺祥偶然得知波兰人过节有
吃鲤鱼的习惯， 还会保留一两片鱼鳞作为吉
祥物。他多方联系出口渠道，根据当地消费方
式组织生产。今年8月底，首批3个集装箱的鱼
片顺利出口波兰，一周即销售殆尽，外方客商
再次下单并催货。几个月来，客商每月都下订
单，淡水鱼鱼片源源不断出口波兰。

中东地区水贵如油，水产品稀缺。周顺
祥从网上查询，当地鱼价高。何不把淡水鱼
产品销往中东？ 公司通过商务部门牵线搭
桥，与伊朗两家公司达成协议，至今已有6批
21个集装箱的鱼片销往伊朗。 在罗马尼亚、

以色列，鱼子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今年10
月，顺祥食品公司又把冰冻的鱼子销到这两
个国家。

“今年，公司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其中
淡水鱼片、鱼子出口600万美元。”公司出口事
务部负责人周炎感叹，真是思路一变天地宽。

在顺祥食品公司，记者看到，鲤鱼、草鱼
经分割速冻，加工成鱼片即将发往东欧。周顺
祥介绍，公司已在县经开区拿地120亩，投入
12亿元打造产业园， 新上10条全自动生产
线，做到小龙虾和四大家鱼分品种自动化加
工。他信心满满地说，5年内公司将新增产能
30亿元。

■相关链接
南县小龙虾

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据省畜牧水产局消息 ，“南县小龙虾 ”日

前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 独特的湿地环境

生产出来的“南县小龙虾”，具有体大 、色艳 、
壳薄、鳃白、腹净、肉满、足黄、味鲜等特点。

近年来， 随着稻虾共生养殖技术的大力
推广，“南县小龙虾”养殖取得突破性进展。今
年，南县稻田养虾面积30万亩，小龙虾综合产
值可望达50亿元，跻身全国三强。

洞庭鱼虾“出海”去

■点评 “吃透”一只虾 做长产业链

12月22日，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市民在朗读亭录制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心得体会。
近日，天心区启动“新时代 心声音”宣传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微朗读大赛，市民可在辖区内
设置的朗读亭内录制作品参赛，也可通过“微天心”官方公众号开设的“微朗读大赛”链接录音
上传作品参赛。 傅聪 摄

学习十九大 参赛微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