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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把住行业质量提升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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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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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标准解决一个问题

蹚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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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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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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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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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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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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北湖区：

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缩减83.3%

——
—关注全省3个养老服务业地方标准出台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谭美花

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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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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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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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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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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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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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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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345

! ! ! ! ¦§¨©ª!«p¬®)¯

!"#$%&'()*
!"#$%&'()*#$+,-.'
/01234#56789:;<#=>
?@ABCDEF"7#$GHI#$J
KLMJKNOPQLRSPTUVWXYW
Z[W\]W^_W`a ! bQc dT89A
B7efL2J#$JK7ghi"%j2
i'89ABkl7mnopqrs
tuvwx7yzL{|!"#$J}
~N7ef1s
aL
"#$% xL B!"#$JK}v &#
3!"#$J '%%()" s
B %*+S7!
#}L:I2 W ¡¢W
£W |¤ ¥¦!#J}§¨}L
©ª{|89ABJ}«¦¬®¯-T
{|°±!#J}i"²³e´µ¶·
¸efs
¹º-»¼½WXYWUVW
!#`a¦N¾^7#$JK¿`LÀ
»ÁÂWÃWÄÅ¦;}¸Æ7i
"²³LÇÈNefUÉVWÊËRÌ
ÍÎ1ABÏÐW`a1i"7¾^J
}ÑÒs
»J}ÑÓÔÕÖVI×d`a
L S2ØÙGbÚW ÛÜÝ¦TÞß»
,-.à/-.W01- ¦ÔÕÎXYáyÏ
¤âã(B2äå´s
»Ó^_1ÍÎäæL2 dT

06

2çèé8J}7ËêëL~tBâìÐ
ÏWáyWíDîJÊËRÌ^_
IïðÖ7ñêL»òóôõ2Jö÷Þø
¹ùúi"Àû üýËþ´s
»ÿÓ`a1i"äæL !"Ù
GW£W#$ÙGW%&'*¦!}#
$}(b7)<!}#$
J}¸ês *¡;2J#$¼½i"ø
¹L¹º~tBây;2#¼½ÁÂ 2, ]L
¸Æ+W+ÿB,-2#¼½./s
0123456xß²L77
8!9:1ÙG;'<T;y
z1!#J}=>)?@A·BCDs

! ! ! ! z°±²|³v)´vµ !¶ · c v
%&' (
$% ¸¹º»)¼q$

i "## S1A37.qL»;
;}ø¹i 3### 7.
qs L»}yzbW!"#
$ÙG;WE!#JKù 4 GHAB
Ø¦GHïðÕWz!#J
Káy 5 ®¯CDWö1KEÏ
¦¤âL~iÁ(7.qLAê
T!#J}yz?@rêCDs
L G»M!ê
L(':rª!#}I!#
äæ7GH;}Wf}_s
 2hË¡¢£ß²L*
u¤EÑWBÑWÑ¥LTW{|¦±¾
§7!"#$J}yzîOs

+,-./0'(1234

5678'(349:;

¹ºL{|!#J}²³e´EÏFd
G»=>HÈg:s Fd_II'<@J¤
âL»2W'K.þÿLø¹M!NW
OP:NWQRSTNWJ}ïðNLU
VWXCDe´EÏ7YZg:s
[\EÏ¤âL *u]^_`OabW
cd|ab¦;}?ef3Nf32
ghL'{|!"#$J}²³e´EÏJ
i¶jf}.þs VkLlR2ØÙGbÚW
{|bÚ¦e?Ùá_mS15
£W ÁÂW¡¢én¦}L;E
!"#${|1oGHápÕs
;}i"¤âL.qrs}»ÁÂ;
}WÃ;}W1}ÌIWt*;}Wçê;

»B¨r©89ª«¤v¬7b
®ÛÿL °±{|!"#$J}²³e´L
~¯°dT±
² z{|!"#$J}²³e´EÏ
¤³´µSÿ¶·z¤³´¸L{|!"#$J
}²³e´EÏ7yz¹%LSïð23
énAB¹ºTäL»Py¼{|»én
ABJ}¤â7½yLS¤ÊËRÌ 6
!"#$¾i"T¿ÀLSV#$ef
ÁÂápWög:WJ}ÑÂRWC
DVÈ¸pLE¤JÚá" ï¾;¿
`LÃ:!"#$J}òÄöWBÅÆyzL
N¤rÔòú¾æÇÈLêætÉI
J}yzs

! ! ! ! ½"#¦7$
!)*+,-./012"

}¦äæg:!"#$7i"²³L./r
s}g:!"#$Vulé¦vGH
:;wRs
xr?7%Ly\z
{:!"#$ÙG;IJ}yz
7|¨'<}L»ø¹:L~i
 3### 7.qL »ÎOP:

/w$

!"# $

+J}yzÊLõË¤ "7"3 x¾
e´EÏL {|!"#$J}Ì½Í
3'# Îs : (8' 3#$;}}L
xÌuÎ7} $* 3L IÏ
örª!"#$;}L°±!"#$J
}LNÐ¾§7ÑÊËRÌ 6 !
"#$Òi"¿`¾s
² Ó¿ÔÕL Öe´EÏ~S
T×ØL hÙÚ25#$&säæ
57ÙáaEW}1ÎOPÌÛLô
úEÏS
Ü
ÊËRÌ 6 !"#$¾TÔÕ
7¤rÝ[\ÞÕ¾LS#$»ÁÂIô
õäæ7i"ßËTàL áâ#$GHá
pã;Läy;åêIJ}æêLAêg
âÃ:!"#$GH»Bçh7hÙi"L
°±23è7!"#$J}²³e´s
ì¿éêLÜr¾L ëNSç
UV«TÔÕ7!"#$J}ÜÝ
[\¾L ë!"#$Ïö1²³¿í[\ã
!"#$OPì¸í[\ÜÞÕ¾Lë
!"#$GHápÕW!"#$i"
ÕI!"#$ABîÕs
*u{|!"#$J}²³e´EÏL
NïðBW B27!"#$J}ñL
°±#$XY#$i"`aBJ}Ñ
î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