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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本报金江11月7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于亚楠）为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部署和要求，近年来，澄迈通
过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
算，筑牢医疗保障“五道防线”，全力实
施大病专项救治、慢性病签约服务管
理、引进医疗专业人才等措施，不断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为健康扶贫“保驾护航”。

通过政策扶持，澄迈农村贫困人
口在县域内医疗机构或经转诊后在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时，享受
住院不交押金、医疗费用实现新农合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商业
补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政府兜底
保障“一站式”结算，切实减轻贫困患
者医疗费用负担。

据统计，2019年1月至9月，澄迈
县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住院1848
人次，“五道防线”报销金额1422.22
万元，住院实际报销比例91.24％；农
村低保对象住院1349人次，“五道防
线”报销金额1079.72万元，住院实际
报销比例91.72％；农村特困人员住
院2011人次、“五道防线”报销金额
1565.44万元，报销比例100%。

澄迈全力实施大病专项救治工

作，按照“定临床路径，定定点医院，
定单病种费用，定报销比例，加强责
任落实，加强质量管理”的原则，指定
县人民医院为县级定点医院，成立专
家组，制定临床路径和诊疗方案，对
25种大病患者开展筛查及救治，截
至9月底，共救治435人。

同时，澄迈根据贫困人口的分布
状况和基层卫生技术力量情况，组建
94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与建档立
卡贫困户、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
人员签约，做细做实慢性病签约服务
管理。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
标准化建设，加强村卫生室网底服务

能力，解决有村卫生室无村医、有村
医无基本药品配备等问题，促进全县
乡村医生配齐配强，消除村卫生室人
员“空白点”。

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
队伍建设，澄迈县率先全省开展定向
医学生免费培养。从2017年起，将
连续10年，每年从持有澄迈县户籍
并且被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录取的考
生中，选招15名定向医学生进行免
费培养。两年来，澄迈已累计招录
37名定向医学生，由澄迈县政府按
每人每年2万元标准进行资助，逐步
解决卫生人才短缺问题。

“我们还通过采取送医送药送温
暖等形式，多次组织开展下乡义诊、
健康教育讲座、入户随访等，对贫困
户逐户发放最新版健康扶贫政策宣
传折页，力求把每一项惠民举措落到
实处，让贫困患者真正受益。”澄迈县
卫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澄迈
将继续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
作人员及村卫生室工作人员等的健
康扶贫政策培训；继续推进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提升基层服务
能力；继续多举措引进医疗卫生人
才，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确
保健康扶贫工程取得实效。

澄迈通过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筑牢医疗保障“五道防线”

让贫困患者真正受益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11月6日18时许，澄迈县金江
镇长安卫生院医生蒙志军接诊完一
天的病人，刚下班还没来得及歇息，
又约上合福村卫生室村医王钻勇，一
同前往合福村村民王小文家随访，了
解她的病情。

“看起来气色不错，最近身体还
好吧？”进入村口，绕过一棵大榕树，
蒙志军看到王小文和丈夫王仕国正
在自家门口照料鸡群。听到熟悉的
声音，王小文和王仕国连忙上前迎
接。

“托家庭医生团队的福，现在跟
正常人差不多了，可以洗衣服、做饭
了。”王仕国一边抢着替妻子回答，一
边带着蒙志军和王钻勇往家里走。

自2018年 2月，王小文做完心
脏瓣膜置换手术以来，长安卫生院的
家庭医生团队已经来过多次，远远超
过按照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规定，一个
季度至少一次的随访。王钻勇十分
熟练地支起王小文家的简易餐桌当
工作台，拿出血压器和听诊器给她做
检查。“血压正常，心脏听诊有机械样
杂音，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术就有这个
声音。”王钻勇向王小文及家人解释。

“那就好，我定期去检查，也在按
时吃药，加上你们经常来上门体检，
我感觉很安心哪。”王小文高兴地
说。一旁，蒙志军通过王仕国了解去
省医院复诊、拿药用药等情况，并提
醒他不要使用民间偏方，随时注意患
者突发情况。

为了抓好健康扶贫工作，2016

年10月，澄迈县金江镇长安卫生院
成立了家庭医生团队，组织该院医护
人员分成6个小组，每个小组至少配
备1个医生、1个护士、1个村医、1个
工作人员，给长安墟14个村（居）委
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困户、低保
户提供健康服务。

王小文是合福村的低保户，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无法从事体力劳动，
多年来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然而
因为缺乏种养知识、孩子上学等原
因，王小文一家生活拮据，长期的药
物费用也是靠丈夫王仕国打临时工
和割橡胶来维持。2016年初，王小
文病情加重，稍做简单活动就会出现
气促、口唇发紫等症状，经常给王小
文看病的蒙志军建议她做手术，避免
病情加重。

“那时候她病情已经十分危险，
感冒发烧都可能危及生命，要尽快手
术治疗，然而因为家里经济拮据拒绝
了我的提议。”蒙志军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当长安卫生院成立家庭医生团
队之后，立即与王小文签订家庭医生
协议，定期上门走访，观察她的病情，
向她及其家人普及心脏治疗、控制等
注意事项，并及时告知健康扶贫政
策，使其享受政策带来的福利。

2018年 2月，王小文在健康扶
贫小组的帮扶下，进入海南省人民医
院进行心脏瓣膜手术。住院期间，长
安卫生院家庭医生全程指导，帮忙办
理就医和报销等手续。原本王小文
住院期间医疗费共计9.76万元，经过
农合报销、大病补助、民政救助，大病
商业补充保险、政府兜底五道保障

后，最终个人实际支付1000元。
王小文出院之后，病情已经得到

控制，可以从事简单家务活，长安卫
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依然经常随访，
跟踪了解病情。蒙志军每天在医院
要接诊很多病人，常常忙得顾不上吃
饭，但还是利用休息时间来村里走
访，送医送药。

在合福村，慢性病贫困患者和
大病贫困患者一共36人，长安卫生
院家庭医生团队对村民的病情了解
像对自己家人一样清楚。“手术后我
长胖了10多斤，精神状态也好，感谢
家庭医生团队，他们像儿女一样贴
心呢！”王小文说，病好了以后，可以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日子总算有了
盼头。

（本报金江11月7日电）

澄迈长安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的贴心服务获村民王小文点赞——

“他们像儿女一样贴心”

刘小健在整理贫困户
的资料。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教育扶贫的标准是什么？”“省
定脱贫标准是什么？”……11月4日
晚，澄迈县金江镇善井村委会二楼办
公室十分热闹，十几名贫困户与乡村
振兴工作队员、村“两委”干部们看完
电视夜校之后，开始交流互动。善井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刘小健向贫困
户抛出一个个提问，凡是答对的贫困
户就能获得奖励。

“贫困户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
高，让他们自己看书效果肯定不佳，
我们乡村振兴工作队需要创新方式
来帮助他们记牢扶贫政策知识。”刘
小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36岁的刘小健来自湖南，2002
年他在广东惠州参军入伍，2014年调
到屯昌，2018年11月从部队退伍后，
转业到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安全生产管理局担任副主任
科员。今年2月，刘小健告别出生不
到一个月的儿子，来到澄迈金江镇善
井村担任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从
部队战场到乡村振兴一线，刘小健继

续发扬军人本色，在帮扶贫困户，加
强党建，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下苦功
夫，助力乡村振兴。

贫困户的热心帮扶人

在部队当兵16载，刚进驻到善井
村的刘小健与其他队员相比，对农村
工作缺乏了解，加上听不懂海南话，
工作开展并不顺利。

有一次，刘小健一个人进村走
访贫困户，他来到一位70多岁的老
汉家中，向老人要户口本，想了解其
家庭基本情况并进行登记。谁知，
老人听完连连应答，却从家中搬出
一摞书出来。刘小健边说边用手势
比划，反复向老人解释，老人依然无
法明白他的意思。后来，老人的孙
子放学回来，帮忙翻译，刘小健最终
才完成工作。

驻村半年多以来，这样令刘小健
哭笑不得的情况，他遇到过很多次，
然而他对待工作没有气馁，而是花更
多的时间和耐心与村民们沟通。

后岭村是善井村下辖的一个自

然村。后岭村村民陈金科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因残疾而致贫，家庭收入
来源主要靠农村低保金、残疾人补
助。家中还有90岁的老母亲和几个
孩子上学。

今年3月，刘小健与陈金科形成
结对帮扶，了解到陈金科的眼部残
疾并不影响外出务工，于是几乎天
天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鼓励他外
出务工和发展产业。最终陈金科主
动找了一份工作，刘小健又帮他申
请务工奖补，增加他的家庭收入。

村干部的好助手

除了热心帮扶贫困户，刘小健也
是善井村村干部的好帮手。

2018年，善井村党支部因为组织
纪律涣散，被澄迈县委组织部评为一
星级党支部。刘小健来到善井村之
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配合善井
村党支部书记开展党建工作。

在善井村村“两委”干部队伍中，
除了文书外，其他干部都不会使用电
脑，因此村里开展党建工作的大小活

动，做计划表，写方案，准备材料的任
务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通过做材料是与党员干
部们交流，了解实际情况之
后，自己再思考如何提高
党的建设，增强党员的责
任意识。”刘小健说，有时
为了写好一个活动方
案，他通常要与多位村
干部沟通交流，确定最
优计划。

同时，刘小健还需负
责组织和监督每月的主题
党日活动、“三会一课”的开
展与落实，抓实党建工作。如
今善井村党员干部积极性提高，
今年7月，善井村建立了党员巷长
制，让党员发挥带头作用，改善人居
环境。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为群众
办实事来的，我要以一名军人的优良
作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贫困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帮助群众脱贫致
富。”刘小健说。

（本报金江11月7日电）

澄迈县善井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刘小健：

老兵又赴新战场 脱贫攻坚立新功

海南省气排球公开赛
在澄迈举行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近日，2019年海南省
气排球公开赛在澄迈县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各
市县的男子组12支代表队，女子组10支代表队
参加比赛。本次比赛采用五人制进行，每场比赛
为三局两胜，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据了解，气排球比较柔软，球速较慢，安全系
数较高，老少皆宜，是一项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群众体育项目。举办气排球公开赛，能够促进全
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彰显气排球活动风采和
魅力，展现海南人民的朝气和风貌，进一步推进全
民健身运动的进行。

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澄迈
县贯彻发展“体育+旅游”模式，通过举办各项赛
事，引导前来参赛的运动员、观众在观看比赛之余
观赏当地的特色风光。此次比赛丰富了澄迈县体
育、旅游的内涵，为远道而来的运动员以及游客提
供丰富的体育、旅游活动，同时也促进澄迈县乃至
海南省的体育产业、旅游行业的发展。

公益诉讼显成效

澄迈检察院追缴国有
土地出让金1.23亿元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梅艺馨）海南
日报记者11月6日从澄迈县检察院召开的公益
诉讼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17年以来，澄
迈县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共追缴国
有土地出让金1.23亿元，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
流失。

澄迈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办理督促
拆除伪“共享农庄”系列公益诉讼案中，该院采用
高配置无人机并配备无人视频传回设备，实时回
传无人机取证画面，使得福山星期九休闲农庄非
法占用林地照片和视频非常清晰，违法行为一目
了然。此案对打着“共享农庄”旗号侵占林地、园
地和基本农田等修建非法建筑的行为起到很好震
慑作用。

据介绍，2017年以来澄迈县检察院共查处违
法占地面积747.8亩，督促补植复绿面积51.81
亩，监督拆除违法建筑物316幢，面积42470.39平
方米，追缴生态修复费用200万元，追缴水土保持
补偿费144.627万元，追缴水资源费195.254万
元。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公益诉讼，督促国土部门
通过及时提起诉讼、依法催缴等方式追回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

澄迈举办“就业扶贫”
专场招聘会
现场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本报金江11月7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叶上荣）为促进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助力扶
贫对象就业脱贫，近日，澄迈县就业局在澄迈瑞溪
镇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800多
个就业岗位。

此次招聘会结合瑞溪镇扶贫对象及就业困难
人员的特点，组织了家政、物业、销售等行业的41
家用人单位参加，涉及销售经理、餐厅主管、行政
文员等岗位。当天前来求职应聘者络绎不绝，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156人，其中贫困劳动力45人。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前，澄迈县就业局联合瑞
溪镇政府，对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劳动力以及下岗
人员、贫困劳动力开展政策帮扶，提供岗位信息介
绍和培训指导。

澄迈“夕阳红”获评
海南志愿服务精品项目

本报金江11月7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曹玉金）海南日报记者11月7日从共青团澄迈县
委获悉，澄迈县“夕阳红”志愿服务队的“情系社
会，致力服务，‘夕阳红’在行动”志愿服务项目荣
获海南省志愿服务精品项目。

澄迈县“夕阳红”志愿服务队是一支由候鸟老
人、离退休老同志及广大老年朋友组成的志愿者
队伍。该服务队以党政所需、社会所急、弘扬雷锋
精神为服务重点，长期致力于开展学雷锋献爱心、
文化活动进社区、文明交通宣传劝导、“维稳”宣
传、环境卫生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自2013年成
立至今，已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1200余
次，服务群众4.56万余人次。

福橙熟了
金秋时节，澄迈福橙将迎来

收获季，陆续有各地游客来到澄
迈福橙种植基地采摘尝鲜。

据澄迈县热作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福橙最佳采摘时间为11月
下旬至次年1月底，今年澄迈福橙
种植面积在去年基础上翻一倍，
达到4000亩，预估商品果产量将
突破700万斤。

澄迈福橙因果实大、皮薄汁
多、富含维生素C等优良品质，先
后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中国十
大名橙”“中国国宴特供果品”“全
国最具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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