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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四 庚子年八月初八

要 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9月22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要拿出实招
硬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把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保障公共卫生
安全；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加大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力度；要健全健康
教育制度，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
康为中心；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
域均衡布局；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认
真总结疫情防控中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和
模式；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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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服务融入县域医改

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健康扶贫专场

全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3年减少145万

患者久卧病榻
护士送棉垫防褥疮

本报记者 王正勋 通讯员 任怀江 关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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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河南医专河南病理医师缺口近7000人

本报讯（记者刘 旸）9月17日~
18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平
顶山市郏县召开现场交流会，探索
妇幼健康服务积极参与紧密型医共
体建设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推进全
省县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融入县域
医改试点工作。

2019 年 8 月，省卫生健康委遴选
郸城县、郏县、息县、兰考县、泌阳县、
临颍县、固始县等 7 个试点，推动县
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融入县域医改
工作。试点地区经过1年的探索，在

“实现县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医疗工
作不受冲击、县乡村妇幼健康服务体
系不被割裂、县域妇幼健康核心指标
稳中向好、人民群众对妇幼健康服务

的满意度不降低的目标，健全多级联
动、防治结合的连续性妇幼健康服
务”等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

郏县探索在全县一个医共体模
式下，明确各医疗机构功能定位，整
合县域内医疗资源，把妇科、产科、
儿科确定为妇幼保健院的重点专
科，强调了县妇幼保健院在县域妇
幼健康服务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业
务指导功能；郸城县妇幼保健院探
索在县域内牵头建立一个紧密型医
疗健康服务集团，打造全集团资源
共享、人才流动、科室共建、技术互
通、上下同心的融入模式，提高基层
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息县妇幼保健
院在县卫生健康委指导下制定妇幼
工作方针、技术规范及县域内妇幼
群体保健综合绩效考评方案，依据
绩效考评方案，对全县各级医疗机
构开展的妇幼健康服务工作进行培
训、督导、考核和技术指导；兰考县
妇幼保健院纳入兰考县第二医疗健
康集团，该院院长在集团理事会担
任副理事长，理事会共同讨论和解
决集团运行中的问题，形成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医院联动的工作格
局；泌阳县妇幼保健院与其加入的
泌阳县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
建立起新型协作模式，打破医疗机
构之间的壁垒，由传统竞争模式转

变为协同发展模式；临颍县妇幼保
健院主动融入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同乡镇卫生
院建立妇幼专科联盟，组建业务指
导团队，推动妇幼健康服务工作重
心下移、资源下沉；固始县妇幼保健
院深入落实“两个允许”，门诊、住院
服务量持续增加，次均费用相对降
低，医疗服务性收入稳步提升，检查
检验占比持续下降等。各试点县工
作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谢李广全
程参加交流并强调，各试点地区要客
观冷静地“看”，保持坚定的信心、冷
静的思维，客观认识医改为妇幼健康
工作发展带来的机遇，进一步丰富妇
幼 健 康 服 务 内 涵 ；要 理 直 气 壮 地

“争”，坚持站在落实卫生健康工作方
针和妇幼卫生工作方针的角度，站在
落实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妇女儿童权
益的角度，站在妇幼保健机构生存与
发展的角度，积极争取妇幼健康服务
机构融入县域医改；要结合实际地

“谋”，争取政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
创新举措，谋求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新
路径；要脚踏实地地“干”，坚持固本
强基、危中寻机，找准自我突破发展
方向，加强标准化建设与内涵提升，
探寻错位发展方法，不断增强妇幼保
健机构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员徐新新）记者9月21
日获悉，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已完成2015~2017
年度河南省特色中医专科
强化建设项目验收，将37
个符合建设要求的专科命
名为“河南省县级重点中
医专科”（详见二维码）。

自2020年5月起，省
卫生健康委组织对2015~
2017年度43个河南省特
色中医专科强化建设项
目进行验收；8月下旬，以
随机抽查形式开展现场
核查。根据上报材料和
重点核查情况，对照验收
标准，中牟县中医院针灸
推拿科等37个专科达到
河南省特色中医专科强
化建设项目验收标准，符
合建设标准，被命名为

“河南省县级重点中医专科”。
在本轮项目验收中，另有5个专科未达到河

南省特色中医专科强化建设项目标准，要在6个
月内完成整改；整改期满后需要申请再次验收，
仍不合格者，不授予“河南省县级重点中医专
科”，撤销原“特色专科”命名，并进行通报。

此次命名的 37 个县级重
点中医专科，要进一步巩固建
设成果，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提高
专科学术水平和临床服务能
力，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本报讯（记者史 尧）“他们是新
时代的英雄……听了英雄们的故事
更坚定了我努力学医信心……我以
学医为荣……将来我要像他们一样
用血肉之躯护佑人民健康……”9 月
22 日下午，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抗
疫先进事迹报告会结束后，河南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的医学生纷纷说出了
自己的感受。

当日，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抗疫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河南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举行。邵青青、张文学、冯石
献、王红民、孟霞、燕重远6名抗疫英

雄现场为 400 余名师生讲述抗疫故
事、分享抗疫感受。一个个感人故
事、一句句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
与会师生。

“这场抗疫斗争全面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政治优势，深刻阐释了医务
工作者科学严谨的专业精神和无私
奉献的高尚品格。”与会教师说，伟
大的抗疫精神激励人勇往直前，作
为一名医学教师，更应该主动担当
起历史责任，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
医务工作者。

“大叔，我来帮您垫上垫子！”日
前，在温县人民医院疼痛科，护士贾
志贤为六旬患者王某翻身时，把自
己精心缝制的护肤软垫垫在了患者
身下。

王某是温县建档贫困户，他年老
体弱，患多种基础病和严重的肺气
肿，呼吸困难，再加上带状疱疹疼痛，
每天卧床接受治疗和康养。贾志贤
得知患者子女在外地打工且家境贫
寒，对他格外照顾。

一天，护理经验丰富的贾志贤
为王某擦身时，发现他臀部几处皮
肤 隐 隐 泛 红 ，不 禁 担 心 其 染 上 褥
疮。她想，一旦发生褥疮，不但易造
成患者皮肤感染，使患者抵抗力减
弱，还可能造成肌体组织坏死，导致
严重低蛋白血症，那样势必雪上加
霜，更加重患者痛苦。于是，她决定
防患于未然。这天下班到家，贾志
贤顾不上吃饭，便翻箱倒柜地找出
几块柔软的布料和一团洁白柔软的

棉花，缝制免压护肤垫子。二十来
岁的女孩子，从上学到参加工作，她
从未捏过针提过线，此时此刻，要缝
制一个当中带孔的圆形棉垫，真难
为她了，用针时几次扎破了自己的
手指，引线时歪歪斜斜，拆了又缝，
缝了又拆，熬了大半夜，终于缝制出
一副向日葵模样、当中透孔护肤圆
垫子。她想，患者若侧身而卧，棉垫
就垫在髋部；仰躺时，就垫在骶尾
部，这样，既减轻了病人身体对皮肤
的压迫，中间的孔洞还能使患者骨
骼外露，可通风防潮，避免感染。

用上软垫以后，患者避免了褥
疮的侵袭。当贾志贤再次给王某翻
身垫垫时，王某噙着热泪连连感慨：

“你比俺亲女儿还亲……”9月23日，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门诊医务人员为患者介绍“信用就医”服务。该院在全市率先推出
“信用就医”服务，凡支付宝芝麻信用分在650分以上的郑州市民均可签约“信用就医”，24小时内在医院门诊可
享有1000元信用额度，在当日就医费用不超过额度的情况下可在就医结束后48小时内支付。

史 尧/摄

本报讯（记者史 尧）9 月
23 日上午，记者从河南省“决
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系列新闻发布会健康扶贫专
场获悉，省卫生健康委举全
系统之力，全力推进健康扶
贫工作，全省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人口由 2016 年底的 162.1
万减少到2019年底的17.1万，
累计减贫 145 万，占全省全部
脱贫人口的 51.4%。省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王良启出席发布会
并介绍了全省健康扶贫工作有
关情况。

王良启说，为了让贫困人
口看得起病，河南不断完善医
疗医保救助和兜底政策，充分
利用现有医保制度，最大限度
对贫困人口进行倾斜。资助
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保，确保
应保尽保。将贫困人口门诊
可报销慢性病病种扩大到 15
种以上，门诊可报销重特大疾
病病种扩大到 27 种以上。大
病保险对贫困人口实行“一降
一提高”倾斜：一是降低报销
起付线，由过去的 1.5 万元降

至 5500 元；二是提高报销比
例，最高可报销95%，并取消年
度封顶线。另外，在现有医保
制度基础上，建立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贫困
人口再增加一道保障线。将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救助
范围，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并
鼓励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和慈
善机构开展慈善救助。通过
不断的努力、探索和完善，建
立了独具特色的健康扶贫“3+
3+N”医疗医保兜底保障政策
体系，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
高度评价。同时为确保困难
群众不因付不起钱而影响看
病，对贫困人口在县域定点医
院看病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
费”“住院免交押金”“出院一
站式结算”等惠民政策。全省
贫困人口看病就医自付费用
比例降低到 10%以内，负担明
显减轻。

围绕让贫困人口看得好
病，河南实施精准救治，每年
为贫困人口开展一次健康体
检，根据病情，开展大病集中

救治、慢性病签约服务和重病
兜底保障。大病救治病种由9
种逐步扩大到30种，已累计救
治 14.4 万人，救治率达到 95%
以上，基本做到应治尽治。对
需要康复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由乡村医生与贫困患者签订
慢性病管理服务协议，提供基
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
服务，已累计签约服务 487 万
人次，做到应签尽签、履约服
务到位。对需要长期治疗、医
疗费用较高的重病患者，落实
政府兜底保障措施，确保得到
及时有效救治，目前已为 16.1
万名重病患者全部落实了医
疗兜底保障政策。

围绕让贫困人口看得上
病、方便看病，河南大力提升
县乡村医疗服务能力，实施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加大项目、资金向贫困地
区倾斜力度。实施县乡村医
疗机构“五个一”标准化建设
项目，累计投资近122亿元，支
持贫困地区82个县级医院、36
个妇幼保健院、15 个疾控中

心、1616个乡镇卫生院、550个
基层中医馆和 1.9 万个村卫生
室实施改扩建和达标建设，实
现了贫困村卫生室 100%全覆
盖。为了解决贫困地区卫生
人才短缺问题，大力实施基层
卫生“369 人才工程”，累计为
贫困地区培养培训县乡村医
务人员 6 万多人次。采取“乡
聘村用”“县域统筹调剂”等措
施，全面消除贫困村合格村医

“空白点”。安排专项资金2.64
亿元，为贫困地区建设了 132
个县级临床重点专科。选定
省、市 33 家三级医院与 53 家
贫困县县级医院开展等额对
调对口帮扶。积极利用信息
技术，弥补基层医疗短板，实
现 远 程 医 疗 覆 盖 所 有 贫 困
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
了加强贫困地区疫情防控能
力，安排抗疫特别国债资金3.6
亿元，支持贫困地区提升公共
卫生医学中心和检测实验室
能力建设。目前，贫困地区已
有 52 家县级医院通过二级甲
等医院评审，乡镇卫生院全部

具备 50 种以上常见病诊治能
力，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达
到95%以上，基本实现了“大病
不出县”。

围绕让贫困人口少生病，
河南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公共
卫生服务水平，优先为贫困人
口免费提供 15 类 57 项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免费开展妇女

“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
儿疾病筛查等妇幼健康干预
项目，有效阻断贫困和疾病代
际传递。截至 8 月底，全省累
计完成“两癌”筛查 222.24 万
例，产前筛查 84.55 万例，新生
儿“两病”筛查 127.04 万例。
筹措资金 2.2 亿元，实现贫困
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覆盖
所有贫困县，受益儿童 27.17
万人。为所有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群众免费配发健康扶贫
爱心保健箱。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推进健康教育进社
区、进学校、进农户及“三减三
健”活动，增强群众健康意识，
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因病致
贫。

本报讯 （记者常 娟 通
讯员毕春晓 谢宗阳 张晓伟）
9 月 18 日，记者从在南阳市举
行的 2020 年河南省病理学术
年会暨消化系统疾病病理研
讨会上获悉，截至 2019 年 10
月，河南病理从业者数量达
2828 人，其中病理医师 1465
人，病理技师 1363 人，较 2016
年有了很大进步，但病理医师
数量仍不能满足临床需要，每
100 张床位病理医师数量仍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国家每
100 张病床配备 1 名~2 名病理
医师的标准计算，缺口近 7000
人。

作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
学中的“桥梁学科”，病理学在
病因研究、发病机制以及疾病
病理变化研究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疾病诊断

的“金标准”，但收入与付出不
对称，繁重的工作量以及漫长
的培养周期，造成了病理医生
紧缺。据中华医学会病理学
分会统计，截至 2019 年 10 月，
全国共有 31551 名病理从业
者，其中病理医生17624人，病
理技师13887人，按照每100张
病床配备1名~2名病理科医师
计算，缺口高达9万人。因此，
全国各地都在加强病理人才
培养。

近年来，河南省医学会病
理学分会致力于推动病理学
科在河南的发展，通过远程病
理会诊、学术交流、名医名家

“走基层·送健康”系列活动、
适宜技术推广及专科医师培
训等方式，促进病理科先进技
术的下沉和广泛传播，为基层
医院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

和帮助，培养出一大批业务能
力较强的病理医师和病理技
师，为河南病理学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据河南省医学会病理学分
会主任委员李文才介绍，2019年
该分会开展了12次学术交流活
动，参会者达万余人次；首次举
办了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全
国病理学术年会、首届中华医学
会病理学分会全国皮肤病理研
讨会；举办了冰冻切片技术比
武、淋巴瘤读片会、妇科病理会，
并举办相应的培训班，组织推荐
了年轻技术人员参加多项全国
技术比武并荣获了多项全国奖
项，为各地市储备专业人才。

据统计，2016 年全省病理
从业者达 1465 人（不包含第
三方检测机构），其中病理医
师 865 人 ，病 理 技 师 523 人 ；

2019 年分别上涨 2828 人、1465
人、1363 人（包含第三方检测
机构）。

今年，河南省医学会病理
学分会将继续组织开展学术
交流活动，并计划成立分子
病理学组、乳腺病理学组、消
化病理学组、呼吸病理学组、
脑神经病理学组，开展学组
活动。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病理学分会的努力，离不开每
一位病理人为病理学科发展
做出的贡献。”河南省医学会
秘书长王伟说，希望全省病理
从业者一如既往地紧跟时代
步伐，积极开展病理学新技
术、新业务，不断加强学术交
流，提高技术水平，力争为全
省病理学科的发展再创辉煌。

2020 年河南省病理学术

年会暨消化系统疾病病理研
讨会从 9 月 18 日开始，9 月 20
日结束。本次会议采用线下
和线上结合的方式进行，共邀
请十几名省内外病理学专家
就消化系统疾病病理诊断难
点及新进展进行了全方位、多
角度交流，河南省医学会病理
学分会委员及青年委员100余
人线下参会，1 万余人次线上
学习交流。与会者在交流中
收获了知识，增进了友谊。会
议为全省病理学科医务人员
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