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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11
月 26 日，记者了解到，南昌市制定

《南昌市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工作实
施方案》，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合理
配置医疗资源，解决群众看病就医
问题，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案》提
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市情的
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扩大到全体人群，使每个家
庭都拥有1名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大

今年，南昌市基本形成分级诊
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以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医疗联合体建设为主要
形式的分级诊疗工作机制，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重
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60%以
上，居民续约率达到85%以上。力争
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
例达到65%以上，就医秩序更加合理
规范。

到 2020 年，逐步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扩大到全体人群，使每个家
庭都拥有1名家庭医生。

据了解，签约服务主体为基层
全科医生、具备能力的基层医疗机
构医生和乡村医生。探索个体诊所
开展签约服务。市、县二级以上医
院分别组建专家组指导基层签约服
务，开展双向转诊和专家门诊、大型
设备检查预约，通过预留专家号、检
查号和床位等方式，落实对基层转
诊签约对象的优惠措施，定期派遣
骨干医师，协助基层医疗机构开设
慢性病联合门诊。

同时，城区二级医院主要接收
三级医院转诊的急性病恢复期患
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及危重症稳定
期患者。县级医院主要提供县域内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以及急危重症
患者抢救和疑难复杂疾病向上转诊
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康复医
院、护理院等（以下统称慢性病医疗
机构）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
病患者、康复期患者、老年病患者、
晚期肿瘤患者等提供治疗、康复、护
理服务。

探索“基层检查、上级诊断”

南昌市将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到 2020
年，每个乡镇办好1所标准化建设的
乡镇卫生院，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
或每3万-10万居民规划设置1所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底，实现全
市 75%的行政村有一所产权公有村
卫生计生服务室。

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县域内常
见病、多发病相关专业，以及传染
病、精神病、急诊急救、重症医学、肾
脏内科（血液透析）、妇产科、儿科、
中医、康复等临床专科建设，依托医
联体、远程医疗和对口支援等政策
措施，提升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服务
能力。

在具备能力和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适当放开县级公立医院开展医疗
技术临床应用限制。逐步实现县级
综合医院综合服务能力与分级诊疗
要求相适应，力争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此外，建设连接市、县、乡级医
院的远程医疗系统，推动二、三级医
院建立远程医疗服务团队和工作及
费用结算机制，带动基层医疗诊断
水平的提高，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提供远程会诊、远程病理诊断、远程
影像诊断、远程心电图诊断、远程培
训等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县区探索

“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有效模式。

按疾病轻重程度向上转诊

南昌逐步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
有2名以上合格的全科医生，每个乡
镇拥有1名全科医生、每个家庭拥有
1名合格的家庭医生。

对长期在城乡基层工作的卫生
技术人员在晋升卫生高级任职资格
评审时按照在基层工作年限倾斜加
分，逐步推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改革；在绩效工资分配、岗位
设置、职称晋升、教育培训等方面向
全科医生倾斜。

南昌市明确县乡两级医疗机构
分级诊疗病种，建立以覆盖主要常

见病、多发病为重点的双向转诊标
准。加快建设区域统一的双向转诊
平台，逐步实行网上预约转诊、病案
传送，并与医保经办机构信息网络
互联互通，共享医疗资源。

对一般患者，按照疾病轻重程
度向上转诊，超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功能定位和服务能力的疾病，中
心城区患者优先转诊至三级医院，
农村患者优先转诊至县（区）级医
院。畅通下转渠道，重点畅通常见
病、多发病患者和诊断明确病情稳
定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向下
转诊，逐步实现不同级别、不同类别
医疗机构之间的有序转诊。

急危重症患者按照保证及时
救治原则就近直接转入二、三级医
院就诊，病情稳定后且符合向下转
诊指征的患者，应转至下级医疗卫
生机构进行后续治疗、康复治疗。
推动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特殊慢性
病诊疗定点机构下沉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降低公立
医院慢性病患者就诊比例和普通
门诊比重。

孟冬时节，记者走进安福县赤
谷乡苍坑、陂头村，目光所及处处
绿色掩映，古樟树、古楠木矗立于
村头、路边，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
里是一个大型铁矿区。更令记者
欣喜的是，这里正在兴起的一项项
绿色产业，让铁矿区有了生机和活
力。

赤谷铁矿所在的杨家桥铁矿区
是华东最大的铁矿矿藏区，该矿区
的开采始于本世纪初，到 2012 年前
后，矿区经济效益达到峰值，最红火
时，有 6家企业入驻，且全天候开工
生产。随着国际铁矿市场的震动，
以及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赤谷铁
矿遇冷，矿企陆续停产。

“赤谷铁矿为财政作出较大贡

献的同时，也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
了一定影响。”该县一位林管干部
说，不过，从矿区开采那天起，绿复
工作就如影随形，并取得较好成效。

据了解，2011年以来，安福县林
业局和赤谷乡大力实施资源开发动
态补偿机制，加大矿企“反哺”生态
力度，所有铁矿企业都实施了矿区
绿化、尾矿库绿化与复垦等生态治
理工程，矿山植被恢复近 7000 亩。
对适合直接栽树的剥土区，采用机
械整地、人工栽植的办法，高标准营
造红心杉、木荷、泡桐、闽楠进行混
交造林；对不宜直接栽树的剥土区，
则采用发芽率和成活率高的高脂松
种子进行播种造林，到去年底，赤谷
铁矿区复绿 1.6万余亩，八成采空区

重新披绿。
更为可喜的是，近几年，赤谷乡

和有关部门把矿区生态修复与发展
绿色产业结合起来，扶持当地农民
因地制宜在矿区采空区、尾砂坝发
展特色生态产业，依靠建设绿色家
园稳富长富。2014 年，赤谷乡扶持
返乡创业青年钟海平在陂头铁矿采
空区建立一个占地面积 600 余亩蜜
柚基地。记者采访时看到，基地许
多柚子树挂满了金黄的柚子，有的
有半个篮球大。钟海平介绍，基地
的柚子树已进入盛果期，已在广州、
深圳试销，很受欢迎。“脚下的这条
水泥路刚刚竣工，是乡里为改善蜜
柚基地的交通条件特地修建的。”钟
海平说。

甜茶种植加工是赤谷铁矿区
兴起的另一项绿色产业。甜茶学
名多穗石柯，是一种兼具茶、糖、药
三种功能的植物，被称为树上的虫
草。2015 年，该乡引进一家生物科
技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发展模式，从育苗到种植
到精深加工实行一条龙生产，以示

范带动农户特别是贫困户致富脱
贫。目前，该乡已在矿区 6 个村兴
建 2000 亩示范基地，100 亩良种繁
育基地，加工企业也已开始量产。
该乡计划到 2020 年全乡实现甜茶
种植规模达到 20000 亩，实现农民
脱贫致富、矿山生态恢复的双赢目
标。

本报讯 （记者刘斐）11 月 25
日，2017 江西首届太极文化养生
节在南昌市湾里区开幕，包括全国
各地太极拳大师、传人、太极拳机
构代表在内的近 3000人共享太极
文化盛宴。开幕式现场，2000 人
共舞太极也创造了全国规模最大
太极推手活动的纪录。

据悉，本届太极文化养生节立
足弘扬传统太极养生文化、传递健
康向上生活方式，旨在推广太极拳
这一传统运动项目。当代陈式太
极拳代表人物太极“四大金刚”之
一王西安、陈式太极拳十二代嫡宗
传人陈斌、太极拳四大金刚之一朱

天才宗师之子朱保林以及江西省
陈式太极拳协会成员来到开幕式
现场，与全国各地太极拳爱好者交
流互动。

启动仪式上，太极拳师张喜群
登台表演。据了解，张喜群是陈氏
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陈正雷
大师入室弟子，还开创了龙头山陈
氏太极拳练功点。在现场，就读于
江西财经大学的美国留学生托马
斯兴奋地表示，自己从小受到中国
功夫熏陶而爱上打太极拳，来到中
国后终于有机会学习正宗的太极
拳，为自己能亲身参与到这场太极
盛会，见证纪录的诞生感到非常荣

幸。
开幕式上，来自全省各地的

2000 名太极拳爱好者共舞太极，
他们组成太极图案，共同打太极

“六首四象功”及推手。在南昌
湾里区公证处公证员的公证下，
来自大世界基尼斯理事会理事
高文、韦小安对“2000 人太极推
手赛”进行考核，并最终评定：
2017 江西首届太极文化养生节
2000 人太极推手活动创大世界
基尼斯纪录。

此外，本届赛事中，全省 10个
地市的 10支代表队上台进行了交
流赛演出，并角逐出了 2 个一等

奖、3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6个优
秀组织奖。

作为 2017江西首届太极文化
养生节承办方之一，南昌市湾里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湾里区围绕“打
造四个中心，建设大美湾里”目标，
创新旅游发展模式，进一步丰富湾
里的旅游文化资源，结合太极文化
养生节系列活动，打好湾里休闲养
生旅游牌，将文化节打造成湾里全
民健身事业的重要活动，推动创建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
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和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内涵。（图片由湾里区提供）

“最美乡村”
跑起马拉松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
黎明）11 月 26 日，2017 第
二届婺源国际马拉松赛在
该县文化广场鸣枪开跑，
来自国内外近两万名选手
参赛，其中有来自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意大利、美
国、日本、瑞典、墨西哥、英
国、德国等国家的 20 余名
运动员。最终，肯尼亚选
手 包 揽 了 4 个 项 目 的 第
一名。

该赛事分为全程马拉
松、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
松。全程马拉松赛道总长
度为 42.195 公里。选手从
婺源县文化广场出发，穿越
婺源月亮湾、李坑等景区，
饱览沿途的饶河源国家湿
地公园、世界濒危鸟种蓝冠
噪鹛自然保护区等美景。

婺源是我省唯一一个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2016 年 5 月 15 日，婺源首
次成功举办全国规模最大
的县级马拉松赛，以优质的
赛事执行、齐备的选手服
务、特点鲜明的赛道设计、
丰富的赛事宣传最终荣获

“中国田协铜牌赛事奖”
称号。

实行资源开发动态补偿

安福铁矿区有了生态产业
刘丽强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南昌力推分级诊疗,今年家庭医生覆盖率超30%

2020年每个家庭都可享家庭医生服务

共舞太极
人

广丰患病学子获捐4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徐卫清）这个

冬天对广丰区洋口镇战畈村郑效祥一家来说
特别冷。11月 4日，年仅 15岁的郑效祥突发
脑出血，被紧急送往上饶市人民医院救治，后
又转送到上海市仁济脑科医院重症室治疗监
护，至今处于昏迷状态。郑效祥一家陷入极
度悲痛，平均每天上万元的救治费用更让这
个务农为生的家庭彻底陷入困境。

得知这一情况，郑效祥就读的广丰中学
迅速行动起来，于11月20日在学校里举行爱
心募捐活动。令人感动的是，50余名离退休
的教师组成“夕阳红”爱心团队也捐助了
5360元。“虽然我们已经退休了，但是广中永
远是我们的家，家人遇到困难了，我们一定要
尽力帮忙。”专程从上饶赶回募捐的退休教师
毛福生说道。

此次活动共募得爱心款 48624 元，现已
全部转交郑效祥家属手里。

奉新增加3000多亩“天保林”
本报奉新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杨先

德）11月26日，记者了解到，为有效保护奉新
国有林场甘坊分场森林资源，经过评估后，该
场3000多亩经营性质山林纳入“天保林”（天
然保护山林），今后将禁止采伐。

今年以来，奉新国有林场甘坊分场积极
行使生态保护修复职责，造林近500亩，并扩
大护林员队伍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
行为，抓获破坏山林7人，并进行了处罚。同
时，该场今年将3000多亩经营性质的山林列
入受天然保护的森林天保林进行生态保护。
纳入天然保护林后，这3000多亩原经营性质
的山林将禁止采伐，国家每年给予相应的补
贴，从而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进贤米酒文化节助农增收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1月 25日，

进贤县举办第三届南台米酒文化节暨全民创
业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据悉，得益于前两
年的米酒文化节，南台乡米酒销量大幅提升，
当地农民一年人均增收400元左右。

在当日活动现场，文艺表演、品酒比赛等
节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现场还评选产生
了首席酿酒师。

南台乡党委书记徐强表示，据初步测算，
通过米酒节的举办，南台米酒产量已经由原
来的年产 5万公斤增至现在年产 50万公斤，
农民人均可以增收400元左右。

“现在我们有6家米酒年产量在2.5万公
斤以上的规模企业，以前基本上都是家庭小
作坊。”徐强说，随着米酒节的举办，南台米酒
名声渐起，近一成企业开始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当地米酒。

安福铁矿变成生态园。通讯员 刘丽强摄

人脸识别助走失男子返家
本报金溪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邓兴

东）11月 23日，金溪县救助管理站借助公安
部门人脸识别平台，帮助走失 2年的进贤县
泉岭乡仓头村后喻组村民喻某成功返家，与
亲人团聚。

两年前，金溪县救助管理站协同金溪县
公安部门在“寒冬送温暖”巡街行动中，发现
一街道角落里蜷卧着一名神志不清、自言自
语的流浪男子。金溪县救助管理站及时对其
进行救助，并于次日将其送往上饶市横峰精
神病医院进行救治。经过医院检查诊断，这
名流浪男子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今年11月20日，金溪县救助管理站协同
县公安部门为其进行人脸识别比对寻亲。结
果发现这名男子与进贤县泉岭乡一喻姓村民
比对相识度高达98%以上。在进贤县救助管
理站协助下，这名男子哥哥对其进行了确
认。他说，这名男子正是他走失两年多的亲
弟弟。

据介绍，喻某 2015年 8月从家中外出走
失。经过 3 个多月流浪到金溪县。11 月 23
日上午，金溪、进贤两县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
员将走失两年多的喻某安全护送返家。

鄱阳湖火爆的蓼子花游引来众多专家学
者和旅游界人士关注。连日来，江西省生态
学会组织10余位省内知名专家学者来到余
干县康山乡，研讨鄱阳湖东岸如何借力蓼子
花海，做大做强生态旅游产业，推动湖区经济
发展。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蓼子花游引专家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