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城医改新气象JIAN KANG SHI DIAN

健康健康 点点视视

2018年8月9日 星期四 JIANGXI DAILY健 康 C3■ 特刊部主办特刊部主办 ■ 主编：钟金平钟金平
■ 电话电话：：07910791——8684987086849870 E-mail:jxrbjk@E-mail:jxrbjk@163163.com.com

每年的8月1日至7日为

“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是第

27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为

“母乳喂养，生命之源”。日前,

为推动母乳喂养、促进母婴健

康，省妇幼保健院组织产科、健

教科等专家开展了一系列母乳

喂养义诊资讯活动。专家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孕产妇及其

家属宣传母乳喂养的益处、哺

乳的正确姿势及新生儿常见护

理问题等知识，现场气氛活

跃。 （夏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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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一附院

全科医学规培基地通过国家飞行检查

日前，南大一附院通过国家全科专业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现场评估。据悉，评估组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司委托，中国医师

协会组成的专家组一行 4 人对该院全科临床

培训基地和基层实践基地进行现场检查和指

导。专家组通过资料查阅、现场查看等方式，

先后走访了教务处、急诊科和青山湖社区卫生

服务站，查看南大一附院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师资力量、教学查房、技能操作

等。在反馈会上，专家组肯定了南大一附院对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视及特色

教育，一致认定南大一附院全科医学规培基地

通过国家飞行检查。 （熊 晶 余坤生）

省人民医院

治愈一例罕见胸骨旁疝手术

日前，71岁的王女士因为左侧胸闷持续发作

4 天，在当地医院就诊做胸部 CT 检查后发现“左

肺占位性病变”。随后，她转到省人民医院进一

步接受治疗。该院心胸外科专家结合王女士的

病史及查体，诊断她患有“胸骨旁疝”。心胸外科

团队对此展开了详尽的术前讨论，手术方案拟经

腹腔入路，而非传统的胸腔入路，考虑到节约治

疗费用，又兼顾微创的原则，决定采用腹腔镜下

胸骨旁疝修补术。术后患者病情平稳，精神状态

良好。 （唐海燕）

江西省精神病院

成立患者健康服务中心

日前，江西省精神病院成立了门诊“一站

式患者健康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查

询、受理及服务，合理简化了患者就诊环节，优

化了门诊服务流程。据了解，该院将出院患者

的疾病证明开具权限下放至病区，门诊患者的

疾病证明则由司法鉴定科负责开具，避免了患

者开具疾病证明需多个部门、多个楼层的辗转

奔波。 （过江帆）

南昌市第七医院

构建医联体党建工作新格局

8 月 3 日，南昌市第七医院党支部和南昌

市第一医院院外二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着

力激发党建队伍活力，积极构建医联体党建工

作新格局。据了解，双方将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等达成合作，并充分利用人才、智力、资

金等资源优势，积极支持医联体建设、管理和

服务。此外，双方在协调推进医联体的双向转

诊、分级诊疗工作，建立医联体患者转诊绿色

通道。 （喻惠萍）

南昌市生殖医院

出台就医减免补助政策

日前，南昌市生殖医院出台减免补助政

策，使医院“爱心助孕”专项公益资金得到了合

理使用，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医院政策所带来

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据了解，该院就医减免

补助政策是以我省“优抚政策”为基础，结合

医院诊疗人群特色而制定出台，详细列举涵

盖符合政策的所有相关人群。针对医院不孕

不育患者，明确优惠补助措施实施，如辅助生

殖技术助孕的患者在完成一个周期治疗后补

助 2000 元。 （潘 洁）

萍乡市安源区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今年以来，萍乡市安源区东大街街道办事

处采取多种扎实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筑造居民健康“守门人”。截至

目前，辖区内 8000 余人完成签约手续，实现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据了解，为了让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落到实处，该街办建立健全居民

健康档案，为每位签约群众发放健康联系卡，实

行“一对一”签约服务，免费提供全身体检、咨

询等服务，与群众形成长期稳定的服务关系。

（刘宗峰 肖 丹）

近年来，南城县紧紧围绕打造“十亿企
业、百亿产业”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目标，立足
于产业基础和“建昌帮”传统优势，着力实施

“建昌帮”和“盱江医学”重振计划，重点做好
药材种植、药材加工、产品检测、市场交易、
科研转化和文化传承六篇文章，推动中医药
全产业链发展。

日前，江西润邦药业正式落户南城县。
该企业是一家以白花蛇舌草种植、产品加
工、销售为产业核心的高科技中医药全产业
链公司，产值达 10 亿元。江西省润邦药业

有限公司的引进，是南城县促进中医药全产
业链发展的一个缩影。

发源于南城县的“建昌帮”，是我国南方
古药帮和中药炮制的主要流派，与樟树帮
合称为“江西帮”，为我国 13 个大药帮之
一。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
南城县还出台了中医药产业发展实施意
见，对中药材种植、加工、市场交易，以及中
医药科研、人才引进、养生基地建设等都明
确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根据这一政策，该
县设立了 5000万元中医药产业发展专项基

金，主要用于引进国内中医药 100 强企业、
省内中医药 10 强企业、中医药“国字号”企
业的奖励和支持中药材产业基地标准化建
设、中药材加工、中药材品牌创建、产品研
发、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交易市场建设等
方面。该县市场和质量监管部门则着手对
177 个类别商品以“南城建昌帮”为商标申
报注册，上述商标获得注册后将被列入全
县储备商标，适时转让给生产企业使用，以
传承“建昌帮”中药文化。

（揭方晓）

医疗收入同比下降6.1%、药占比（不含中
药饮片）同比下降7.1%、门诊次均费用同比下
降17.4%、住院人均费用同比下降8.1%……这
是丰城市公立医院深化医改后今年 1 至 6 月
份的主要数据变化。

近年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群众
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依然存在。为切实解
决医改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丰城市勇趟改

革“深水区”，以问题为导向，经过多方调研，

并结合本地实际，形成了县（区）级公立医院

医改的特有模式。

丰城市全面深化医改决心之大、力度之

大，前所未见，其操作可行，效果明显。

探索新模式 ■

一切围绕健康转型

医改事关民生大事。
近年来，丰城市在深化医改中把工作重

心从疾病治疗转向健康管理，重点做好了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医药
服务等工作，将防病治病的关口前移，从源头
做好预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去年，丰城市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
达83.1%；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
理率为 75.6%；家庭医生普通人群签约率达
36.1%，重点人群达 68.3%；基层卫生院全部建

立了中医药服务区，成立了治未病科，中医药
服务量占比达30.2%。

从未病先防，小病诊治，再到大病手术及
康复，丰城市健全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体系，以更加科学的机制作保障和更加专业
的医生作指导，有效地保障了该市广大市民
的健康。

在这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
中，丰城市成立了以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
的医改领导小组，并成立医管会。医改领
导小组直接领导和推动医改工作，同时将
各部门办医权力收归市医管会，统一研究、

统一决策。

为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该市按照

“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总原则，量化考核指

标，医、护、技根据政策进行二次分配，打破平

均主义，激发工作热情，该市将公立医院医生

下派帮扶以双倍的报酬纳入绩效考核，鼓励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从事健康服务。同

时打破编制限制，县乡公立医院职工基本工

资按核定岗位数纳入财政预算。

打造“医共体”■

让公立医院更公益

“通过医改，我们与10个医共体内乡镇卫
生院的互动性有了明显加强，而医保预付制

度还倒逼我们加强内部管理，合理配置医疗
资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医改，门诊和
住院人数增加，患者费用明显下降。”丰城市
中医院一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与2017年同期比，丰城市在住院
费用上，今年的人均住院费少了 400 多元，应
该说医改已初见成效。

公立医院改革是深化医改的重中之重。
围绕全生命周期大健康理念，丰城市以组建
医疗服务共同体（医共体）和推进医保总额预
付制度为抓手，积极推进医改纵向深入。

今年 1月，丰城市按全市人口数约 7：3的

比例，丰城市人民医院与 22 个乡镇卫生院结
成丰城市人民医院医共体；丰城市中医院与10
个乡镇卫生院结成丰城市中医院医共体。此
举建立了市级医院与乡镇街道卫生院的紧密
关系，通过医共体云平台开展分级诊疗、双向
转诊、视频教学、专家下沉、远程会诊等服务。

…………
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不仅促进了丰城市

市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还有效提升了
该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建立“云平台”■

改革成效“一键掌握”

在丰城市卫计委全民健康信息中心，轻

轻点击鼠标，就可以看到“医共体”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培训带教、医疗卫生服
务等数据，尤其是医疗费用、药占比、耗材比、
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变化，都是实时收集、实
时分析，可以精确到个人的医疗诊治情况以
及每个品种的药物器械使用情况。

为深入推进医改工作，丰城市在建立两
大医共体和推进医保总额预付制度同时，建
立了市、乡、村三级高集成度的医共体“云平
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丰城市全民健康信息

中心。通过系统优化整合，实现分级诊疗、远

程会诊、医生培训、教学查房、健康档案、政府

监管等功能。

根据云平台监测显示：今年 1 至 6 月，丰
城市市级公立医院呈现“五升五降”的良好运
行态势。“五升”：今年三家县级公立医院门诊
人次 543176，同比去年增长 19.6%；出院人次
45033，同比去年增长 13.1%；乡镇卫生院向市
级公立医院上转病人 466 人，同比去年增长
46.5%；市级公立医院向乡镇卫生院下转病人
92人，同比去年增长187.5%；医务人员收入同
比去年增长 17.8%。“五降”：该市市级公立医
院医疗收入、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门诊次
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同比去年均有下降，经
市级公立医院向市外医院转诊病人同比去年
下降18.9%。

随着丰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纵
深推进，丰城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健康获得感。

日前，网友“一颗橙子”
在朋友圈上发帖说，她是一
名公司白领，每天都待在空
调房里，平日也不爱运动，根
本没有机会出汗。时间一
长，她全身都不舒服，经常感
觉乏力、关节疼痛、晚上还失
眠……她询问网友有什么好
方法可以增强体质，改变现
在的亚健康状态？

“一颗橙子”的话题引起
许多网友共鸣，原来大家在
这个夏天都有点烦。

@“笑笑”：感觉一到夏
天，我的命都是空调给的，根
本没有走出空调房的勇气。

@“阿黄”：现在很多人
为了不出汗、少出汗，想方设
法地不出门、不活动。殊不
知，夏天出点汗，其实是大自
然在帮你免费调理身体。

@“珊珊”：长期待在空
调房，会得“空调病”。听说
蒸桑拿可以把身体里的湿气
和毒素排出来，大家去试试。

@陈岗（江西省中医院
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夏天
出汗，是一种天然的保健方
式。所以，夏天就应该让自

己大汗淋漓，身体才会更健康。
其实人的体温是恒定的。为了保护内脏

和维持血液的正常循环，人就必须通过排汗
来降温。每个成年人有 200 万至 500 万个汗
毛孔。出汗的时候，这些汗毛孔就仿佛开窗
通风换气一样，将体内及体表的毒素污物排
出去，给身体来一次大扫除。那些长期积存
容易引发癌变的有毒物质，比如砷、镉、铅、汞
等重金属，也会随着汗液排出，甚至比排尿的
效果还好。

平日里，大家做一些适当出汗的运动可以
扩张毛细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增加血管壁弹
性，从而稳定血压。虽然汗水黏黏的，还有异
味，但其实是最好的天然美容液。出汗之后，
皮肤还会形成一层乳化膜，牢牢锁住水分。

夏天多出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
提高身体免疫力。因为汗液中的抗菌肽能有
效地抵御病毒、细菌和真菌。比起吃药，流汗
既不费力又不花钱，还能增强免疫力。如果在
睡前2个小时做一些稍微出汗的运动，不仅可
以帮助消化，让你全身放松，还更容易入睡。

主动出汗后，不仅让人感觉很舒服，还能
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下面教大家一些轻松
出汗小诀窍：运动前，喝杯热水或热粥，能让毛
孔进入蓄汗状态。之后再锻炼一段时间，就能
把汗出透了，身体内外通透，无比轻松。不过
运动后，千万不要马上吹空调或者洗澡，要耐
心等汗消退；久坐不动的人，可以将热水袋、暖
宝宝等贴在膝盖上，让人体自发发热，来增加
排汗。在 40℃左右的水温下泡澡或泡脚，也
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还能缓解一天的疲惫；长
期坐在空调房，会让毛孔变迟钝，影响正常排
汗。所以不吹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喝温热
的水，保持微微发汗的状态，既能防感冒，还能
防中暑。 （吴舒琴）

据悉，从8月1日起，省儿童医院将正式
开通南昌市城乡居民医保患儿门诊，30种特
殊慢性病可以直接报销。

根据南昌市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市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与大病保险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精神，为减轻符合
南昌市城乡居民门诊特殊慢性病参保患儿
的医疗费用负担，方便其在该院门诊就诊能
够直接报销。

据悉，30 种特殊慢性病病种分为两类。
Ⅰ类有 8 种：包括恶性肿瘤、系统性红斑狼
疮、再生障碍性贫血、帕金森氏综合征、慢

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器官移植后抗
排斥治疗、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含输血）。
Ⅱ类有 22 种：包括精神病、高血压病、糖尿
病、结核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冠脉支架植入术后）、慢性心功能衰竭（心
脏合并心功能不全‖级以上）、慢性房颤、
心肌病（原发性）、慢性肝炎、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哮喘、
肝硬化、慢性肾病、脑卒中后遗症、癫痫、重
症肌无力、血吸虫病、儿童生长激素缺乏
症、脑溢血脑梗塞、脑血栓形成、老年痴呆
症、艾滋病。

如果南昌患儿符合以上病种，可到该院
住院二部一楼医保办或参保地医保局领取

《南昌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
病申请表》。患儿家属填写好申请表后，交
医院医保办初审盖章，并准备好相关材料
和携带已盖好章的《南昌市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申请表》交参保所在
区（县）医保局审核。审核通过后，患儿在
门诊就诊时出示医保卡，挂慢性病号，初次
就诊时领取慢性病专用病历，医生开具的
慢性病处方即可按政策报销。

（周 玲 吴金星）

夏季雨水充沛，日前省城各大医院陆续
收治了一些误食毒蘑菇而中毒的病人。专
家提醒，野蘑菇虽鲜美，千万别乱吃，食用毒
蘑菇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死亡。

8 月 4 日，高安市的黄先生一家去葡萄
园游玩的时候，看见采摘园内的草地里长出
不少跟平菇一样的蘑菇，便顺手采摘了一些
给家人品尝。午饭过后，黄先生一家人相继
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于是连忙赶往
高安市人民医院。在医生的诊断下，黄先生
一家 9人中毒程度严重，于是立即转往南大

二附院急诊科进行治疗，其中包括一名 13
岁的孩子和一名怀有 2 个月身孕的孕妇。
经南大二附院专家全力救治，目前 9位病人
均已脱离生命危险。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鉴定的野生蘑菇种
类中，有毒的约 80 多种，其中含剧毒、能致
人死亡的有 10多种，专家称，目前尚没有简
易科学方法鉴别野生蘑菇是否有毒。从近
期省城各大医院收治的群体性蘑菇中毒事
件来看，采食者都有多年采食经历，误食的
毒蘑菇都自以为之前吃过。对此，南昌市

东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提醒，很多
人对毒蘑菇存在认识上误区。一是认为蘑
菇即使有毒，通过高温煮沸也会将毒素破
坏。其实不然，毒蘑菇中所含的毒素毒性
稳定，耐高温，耐干燥，一般烹调不会破坏
其毒性成分。二是认为毒蘑菇可以根据外
观、味道等特征来鉴别。事实上，很难用肉
眼来区分野蘑菇是否有毒。专家最后提醒，
预防食用野生蘑菇中毒的根本办法就是不
采摘、不食用、不购买。

（姜红辉 樊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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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促进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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