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联合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
4家协议医疗机构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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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训忠 王亚成）近日，郴州市北湖
区以“五会合一”的方式，集中部署农业农
村、扶贫、乡村振兴、河长制工作，同时将计
划5月下旬召开的全区建议提案办理交办
会也提前一起套开。

今年来，北湖区确定文山会海、督查检
查考核过滥等18个方面重点整治问题和5
项措施，重点抓实“四减一退”，减文山会
海、减督查检查考核、减过度留痕、减表格
材料和退微信工作群，将干部从“会场”转
移到工作“现场”。该区规定，除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召集的会议外， 其他区领导原
则上不直接要求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减轻基层“参会”负担。同时，紧扣会
议内容安排参会人员，注重会议实效，严禁
将没必要、可不来、不挨边的单位“拉”进会
场。落实“短实新”文风，坚持“开短会，说短
话”，区领导讲话原则上12分钟以内，讲话
材料6页纸以内，杜绝“以会议落实会议、以
讲话落实讲话”。

“开会日”的明显减少，使干部工作从
“会场”转移到了“现场”，工作在一线布置，
问题在一线解决，基层获得感明显增强。据
统计，今年1至4月，北湖区本级发文同比
下降48%，全区性会议同比下降20%，全区
性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从上年度的108项减
至18项，缩减83.3%。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通讯员 粟姣 记者
李治） 黄喜琴是长沙县路口镇明月村的一名
普通村干部，负责环保、安监、宣传、文化等工
作，她手机里的微信工作群有近60个。今天她
亮出手机，微信工作群只剩下14个。

“镇级原则上仅保留党建O2O和机关干
部群，其他工作群无特殊情况一律解散并整
合进这两个群。” 路口镇开展精简微信冗余
工作群集中行动，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入
手。记者看到镇党政办一份自查表，原来有
名为联络、保卫、交流、调度等的群多个，现
在清理到只剩下一个。截至目前，路口镇共

精简、整合微信和QQ工作群94个，工作群减
少40%，多数部门仅保留1个群。

为给基层干部“网络减负”，长沙县日前
开展对政务类网络平台的清理整顿工作，已
停止更新和注销新媒体账号110余个， 占全
县政务新媒体账号数量的80%。而部分承担
了公共服务功能的政务新媒体账号则继续
保留，通过加强政务服务和互动，提升平台
使用效果和影响力。 县委网信办负责人表
示，通过关停“晒成绩”类账号，保留服务类
账号，有效防治基层“打卡晒成绩”等形式主
义，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

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谭美花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向社会发布了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置指南》《养老
机构老年人文化娱乐服务规范》和《养老机构
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规范》3个全省养老服务
业地方标准。全网搜索，这类标准目前在国家
和其他省市尚比较少见，那么，我省为何要加
紧制定此类标准， 这些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又
有哪些意义呢？为此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一个标准解决一个问题
3个地方标准由省民政厅提出归口， 湖南

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申报立项，
一个标准力求解决一个问题，不贪大求全。

如果你是一位养老护理人员， 你知道老年
人口腔护理要怎么操作吗？康乃馨公司的《护理
人员基本技能操作标准》告诉你，首先你得做好
用物准备：漱口杯、棉棒或口腔护理包、压舌板、
干毛巾、润唇膏、吸水管、手电筒、纱布、石蜡油；
接下来环境准备：关闭门窗，调节室温，洗手，戴
口罩戴手套；第三步进行操作，步骤有6个，包括
抬高床头，协助老人右侧卧位或头偏向一边，围
干毛巾于颌下，查看口腔健康情况，棉球沾生理
盐水拧干按顺序进行口腔清洗等。

“我们做地方标准，弘扬的就是做内控标准
的企业精神，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反复试反复验
证，力求适合绝大多数老年人。”标准起草主要
负责人之一、康乃馨公司副总经理李黎峰说，岗
位设置及人员配备指南主要解决设哪些岗位、
配多少人、配哪些类型的人；养老机构老年人文
化娱乐服务方面的相关标准过去是空白， 此次
重在解决怎么为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服务；老
年人的精神慰藉工作十分重要， 服务规范突出
怎么样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

记者在日常采访调研中发现， 就人员配
备来说， 公家福利机构如敬老院福利院等因

为有财政资金养人，人手配备一般比较足，甚
至人浮于事，而民营机构出于成本考虑，人手
配备一般比较紧，甚至明显不够。此次《养老
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置指南》 明确， 自助
型、介助型、介护型、综合型养老机构医师、护
士、康复专业人员、营养师、老年社会工作者
（含心理咨询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按床位
使 用 数 50 张 、50—100 张 、100—200 张 、
200—300张、300张以上5等设定了用人下
限，对力量配备不足说“不”。

蹚出一条新路来
别看只是3个地方标准，做起来相当不容

易。 长沙市一位长期从事养老服务业的工作
人员向记者谈到，目前，养老机构分型五花八
门。 有的按医疗机构分型方法将养老机构分
为一级、二级、三级，有的分为自理型、失能半
失能型，有的分为自理型、半自理型、全护理
型，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分型。不规范分型，没
法定岗定员。 参与编制标准的有关工作人员
也跟记者说到，他们有时去企业调研，因为需
要十分细致精准的素材， 有些企业出于商业
机密考虑不愿意公开真实内情。

“不管怎么难，必须迎难而上，没有路也
要蹚出一条路。”省民政厅为此成立了标准化
工作委员会，厅长牵头亲自抓，将养老服务业
地方标准出台作为人本化、法治化、信息化、
标准化、社会化“五化民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组织工作人员先后
深入全省200多家养老机构、60多个入驻孵
化基地的养老组织进行专题调研，征求意见；
还发动有关部门、学校和专家学者献智献策。
康乃馨公司在标准编制前、 编制过程中和编
制完成后，邀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标准化
研究院的领导专家到公司指导、 系统培训及
专题讲评，“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开拓
视野，更新观念。

再难的事不停地做就不难了。 关于机构分
型，标准编制小组借鉴日本经验，结合自身实践
探索，最终找到突破路径：化繁为简，把日照中
心从考量中剔除，将养老机构框定在24小时为
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这个范围内， 由此分为自
理型、介助型、介护型、综合型4种类型，并按照
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数量进行岗位设置及人员
配备， 达到了对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
进行规范的目的。

无标准不规范
人口老龄化加剧已经引起全社会关注，大

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呼声急迫。但是，深入全省各
地的养老服务企业和组织， 你依然会看到不少
场所设施陈旧简陋，服务内容短缺，人员素质不
高的现象， 主要原因除了现代养老服务业在我
国还是一个新业态，产生时间不长，产业成熟度
不够以外，再有就是标准化建设滞后。

省民政厅副厅长杨薇在接受采访时说：“无
标准，不规范，建立标准和养老服务业大发展是
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关系。”她表示，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去年以来
我省开展了养老院质量提升行动， 要求让老年
人住得舒心安心静心。服务质量的保证在于人，
使人的行为规范精准在于落实标准，标准先行，
服务质量才有保障。

记者了解到，省民政厅去年就加快养老服务
业发展立项了17个地方标准， 包括此次出台的3
项已经完成了6个标准的发布， 目前他们正在加
紧推动剩余项目的落地。同时，注重建立机制，宣
传贯彻标准。按照县市区30万到50万元、市州100
万到150万元标准，省民政厅下拨试点专项资金，
旨在推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宣传贯彻。

杨薇表示，制定标准为的是贯彻标准，我们
将通过几年努力，使养老机构达到标准全覆盖，
管理到末梢，做到服务标准化，管理规范化，不
断满足老年朋友的美好生活需要。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朱卉君）根据客户信用级别，授予不
同理赔额度，在额度范围内的理赔案件，无需
查勘定损，直接赔付。这项由阳光保险集团旗
下阳光产险在湖南新推出的“阳光信赔”服
务，只要客户信用级别足够，一旦发生意外，
不用理赔员定损就可直接获得理赔款。

5月19日开幕的阳光保险客户节上，阳光
产险还创新升级“一键赔”保险理赔模式。客
户不管身在何处，只需在微信中搜索“阳光一
键赔”公众号，即可享受便捷的“一对一”视频
理赔服务，无需在意外事故现场等待理赔员。

金融科技是保险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我省保险业近年深化金融科技在保险服务
中运用，通过探索科技赋能，优化客户服务
流程， 扩大服务线上化和单证电子化的应
用范围，让保险理赔服务更加简单贴心。

阳光人寿在湘借助人脸识别、OCR识
别、智能语音识别、智能机器人等技术，推
出“一站投”、“疾”先锋和“全速享”特色服
务，简化服务环节。如，为符合条件的重疾
客户开通专属绿色通道， 住院期间就能完
成重疾赔付，不必等到出院再办理，从而解
决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问题。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张一叶）今天，长沙市医疗保障局公布，
由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长沙市医疗保障局联
合开展的省市联合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取得阶段
性成果，4家协议医疗机构受到惩处。

5月初，专项行动检查组对长沙随机抽取
的28家被检协议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进行为

期两个月的全面检查。 在目前已检查的协议
医疗机构中， 发现天心区桂花坪街道百康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存在减免住院参保人员自
付费用、 虚造B超报告单、 违反物价标准收
费、涉嫌诱导病人住院等行为；长沙桔洲康复
医院，存在虚造化验、检查费用行为；长沙唯
德医院，存在治疗项目重复收费问题；长沙颐
而康颈肩腰腿痛医院， 存在将不符合单病种

包干结算费用纳入医保结算的行为。
长沙市医疗保障局决定， 对天心区桂花坪街

道百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予以中止医疗保险服务
协议3个月，对长沙桔洲康复医院予以中止医疗保
险服务协议1个月，对长沙唯德医院、长沙颐而康
颈肩腰腿痛医院予以限期整改1个月；依据协议追
回上述医院的违约费用，并予以5倍拒付；将上述
医院的违约行为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年终考核。

专项行动检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各
协议医疗机构引以为戒，认真进行自查自纠，严
格履行服务承诺，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杜绝违约
行为的再次发生。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把住行业质量提升的“命门”
———关注全省3个养老服务业地方标准出台

北湖区：

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缩减83.3%

停止更新和注销新媒体账号110余个

长沙县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无需理赔员现场定损就可获得赔款
阳光保险在湘推出多项便民理赔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