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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血 专 栏
为广大无偿献血者及相关

人员临床用血和血费报销提供
便利，报销血费实行医疗机构先
行支付，再由医疗机构与血站结
算的报销模式。直报点设在市
中心医院和各县、市、区人民医
院。依据相关规定，凡持有咸宁

市中心血站开具的献血证，献血
者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在医疗
机构用血的血费均可按无偿献
血量的比例直接在医疗机构报
销。除此以外，血费报销仍可市
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办理，也可
交给流动献血车代办，还可通过
邮寄办理。咨询电话8265078。

公民参加无偿献血后，相当
于把自己的血液“储”进了“血液
银行”，一旦有不时之需可随取随
用，且终身有效。无偿献血量
600毫升以下，本人免费享用两
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量

600毫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三
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量
1000毫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无
限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者配
偶、父母、子女可免费享用等量的
医疗用血。

无偿献血者报销血费时需出
示的凭证有：无偿献血证、本人身
份证、用血发票和用血清单；献血
者配偶、直系亲属报销血费时除
准备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与献
血者关系证明：指定受益人的凭
证、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或其
他有效证明；用血者的身份证。

无偿献血者及相关人员临床
用血血费可就近直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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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妇幼健康 关爱妇女儿

咸宁市银泉大道咸宁市银泉大道743743号号 电话电话：：07150715--81374768137476

有孕前保健意识的现代夫妇，也许会想到孕
前去做一次体格检查和咨询，但往往在被告知"最
好再做个口腔检查时"会很意外，"准备怀孕也要
去看牙科医生么"？是的，怀孕虽然不会直接引
起口腔疾病，但孕期很多隐藏的牙齿问题会暴露
出来，孕前未加控制的口腔疾病，可能会给你的
妊娠带来不少隐患。如果孕期牙齿痛起来，往往
会影响孕妈妈的情绪和正常休息，可是又担心用
药对胎儿有影响，治疗很棘手。更重要的是，怀

孕后头三个月和后三个月拔牙，可能诱发流产或
早产。

孕期常见的牙周疾病与孕妇体内激素水平的
升高，血管通透性增强有一定关系。这些变化会
使孕妇牙龈血管增生，牙周组织对牙菌斑产生的
局部刺激反应增强，原有的牙龈炎就会加重。医
学上称之为妊娠期牙龈炎。其他牙周问题，如牙
周炎、牙齿松动、牙周脓肿等也比非孕期容易发
生。有报道称，孕妇牙周疾病越重，发生早产和新
生儿低体重的几率越大。因此，建议怀孕前进行
口腔检查，去除牙菌斑，消除牙龈炎症。此外，不
少孕妇由于口味改变而喜欢吃带酸味儿的零食，
故怀孕前患有龋齿的，往往在怀孕后加重。

总之，为了自己能尽可能舒适的度过孕期280
天、减少孕期口腔疾病来找麻烦，建议怀孕前给自
己好好做一次口腔检查和保健。

市妇幼保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健院口腔科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1347776755113477767551

孕前最好先治疗牙病

（上接第一版）
全市“拆围”真金白银地掏出1.5亿元。对于财

政实力不雄厚的咸宁而言，压力巨大；渔民们付出
的代价同样难以估量。但让人欣慰的是：至今年4
月“两湖”17.25万亩围网围栏基本拆除完毕。

嘉鱼县在这次“拆围”中率先行动，县长胡春雷
说，以前站在湖边，竹竿阵看不到边。拆除围网修
复生态之后，“四处野鸭和菱藕，野荷成群、菱角满
仓”的梦里水乡将重回眼前。

奏一曲天籁之音
斧头湖、西凉湖曾经是鱼鸟的天堂，具有水生

物多样化特征，分布着80多种水生物。调查报告显
示，“折围”之前，“两湖”野生莲藕、芡实、蒿笋、菱
角、莼菜及各种水草锐减，由于候鸟栖息场所——
湖洲、浅滩等遭到破坏，白鹤、秋沙鸭这些常见的鸟
类已少见，国家保护鸟类更是难以见到。

爱湖护湖养湖，人与湖和谐相处。“拆围”仅是
斧头湖、西凉湖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步，保障上
岸渔民生计，实现湖泊生态修复和科学利用相结
合，更为重要。

“两湖”渔民中大多数岸上有田，但人均田地
少，种田致富难。大多数渔民年龄四五十岁，打工
缺文化，学新技术也难。如何让渔民安心上岸？

咸安、嘉鱼、赤壁三县市区举办多期培训班，帮
助渔民学习精养鱼池养殖技术，流转鱼塘继续养
鱼；组织年轻渔民到工厂就业，对困难群众政策兜
底，用多种方式帮渔民找出路谋生计。

咸安区官埠桥镇雨潭村村民陈学是“两湖”拆
围后上岸渔民的代表。拆围之前，陈学和村里14户
人家一起成立了合作社，围了1600亩西凉湖湖面养
鱼，一年可以赚8万元。拆围之后，已经习惯了养鱼
为生的陈学承包了向阳湖镇近80亩池塘继续养殖
水产品。

培训期间，陈学每天都要赶回自家池塘观察鱼
苗和虾苗生长情况。“昨天我还出了20斤龙虾，一斤
50元。”陈学说，在两湖围网养鱼的大多是像他一样
50岁左右的人，养了几十年的鱼，再换其他行当也
很难适应，学习池塘养殖和虾稻连作等技术还是比
较实用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嘉鱼县潘家湾

镇、渡普镇沿湖村组引导拦网渔民发展特种养殖。
今年以来，先后发展稻田养虾5000余亩，泥鳅、青
虾、桂鱼、黄鳝等特种养殖上千亩；渡普镇大路村村
民任四红、陈春荣等利用8000亩水面，组织渔民成
立合作社，建起了旅游开发公司、湾湖休闲农庄、湖
畔农庄等，点亮渔民生活新希望。

咸安区、嘉鱼县、赤壁市还先后出台了一些产
业扶持政策，重点扶持沿湖村组成立合作社，吸引
渔民参与，发展农业产业。渡普镇王庄村组织拦网
渔民由水上转向进军荒山，成立合作社，开发坡地
发展脐橙600亩，引进福建老板投资合股种植药材
1000亩。

科学引导、合理开发、休养生息，天籁之音在
“两湖”奏响。初秋时节，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内喜
见成百上千只白鹭满天飞翔，振鸣声声，犹如一群
白色的精灵在放歌。

湖北省湖泊保护协会刘友凡会长曾临湖感叹：
“水天一色，湖光山色，如人间天堂！”斧头湖、西凉
湖生态环境得到逐步改善，生态恢复初见成效，正
成为鸟类的天堂，时时可闻鸟类欢鸣乐吟的天籁之
音。

绘一卷未来美景
登高望远，立足咸宁、环视全省、放眼长江经济

带，“两湖”是长江中游防洪排涝体系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环，是全省重要粮棉和水产基地，是武汉城市
圈重要的生态屏障。

如果说，斧头湖是咸宁的父亲湖；那么，西凉湖
就是咸宁的母亲湖。两者可谓形神兼备。

形似：斧头湖基本呈长方形，体积大，如一大块
头的汉子；西凉湖呈“人”字形，两腿修长，左脚翘
起在嘉鱼，右肢舞动在咸安，双腿着地轻扣在赤
壁。

神似：斧头湖湖面集中，少湖汊，整体性强，遇
汛往往雷涛轰鸣，尽显彪悍之气；西凉湖连环九
曲，湖汊众多，枝蔓根须如美女秀发，皆露温婉情
致。

千百年来，斧头湖与西凉湖相伴相生，呼吸与
共，以雄性的强悍和母性的坚韧，滋养着两湖周边
百万人民，也忍受着工业文明社会发展的阵痛苦
难：农田化肥进入湖体，流域内对人畜排泄物未经

循环利用，随地表径流进入湖体造成污染……
“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新的

时代新的理念，在新的起点上，斧头湖与西凉湖携
手并肩地开始新的征程。

“两湖”千百年来第一次有了“湖长”。斧头湖
跨界江夏，湖长省级是童道驰副省长、市级是吴刚
副市长；西凉湖湖长为汪凡非副市长。湖长作为辖
区湖泊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水环境生态负直接领
导责任。

“两湖”水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省率先启动了淦
河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近年来，政府累计投
入淦河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环境治理资金达5亿
元，市区河道22公里已基本得到治理，新整治河道
水上部份一律采用生态护坡技术，城区河段已建4
座橡胶坝，60%河段实现生态蓄水，淦河双鹤桥段
生态景观工程还被建设部评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

开展控源截污行动。斧头湖、西凉湖流域内，
投资3亿元，建成温泉、永安、长江产业园三个污水
处理厂，日处理总规模12万吨；投资2.6亿元，实施
配套管网改造72公里；投资0.4亿元，改造城区污水
管网9公里。投资0.05亿元，启动了污水处理厂污
泥无害化处置工程建设。

湿地保护行动全面铺开。《拆围后湖库生态保
护、渔业资源修复和合理开发利用规划》出台，在
斧头湖已累计放流38场次，投放青鱼、黄颡鱼、贝
类等近3.8亿尾；在西凉湖开展了三次增殖放流行
动，共投放鱼苗516.5万尾，其中花鲢、白鲢、草鱼、
鲤鲫鱼等均在100万尾以上。林业部门筹措资金
1000多万元，对斧头湖、西凉湖等湿地开展了保护
性建设。

……
“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让血脉

再相连！”作为创建国家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的核心板块，咸宁迈向长江新时代的重要依托，美
不胜收、丰沛洁净的“两湖”，对于香城泉都，意味着
什么？在“建设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城市”的
战略目标中，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相信，
世世代代滋养咸宁人民的生命之湖，在人湖和谐的
未来发展中，一定会描绘出崭新的画卷。

（上接第一版）
有道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方向选对，事半功倍。
事实上，就如何做好现代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全域旅游“三篇大文
章”，市委早已成竹在胸。

——现代农业。全域创建国家
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促进
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农
产品加工业千亿工程。重点做强茶
叶、油茶、楠竹、蔬菜、畜禽、水产等
特色优势产业。建设一批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打造田园综合体，带
动农民致富、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
新能源、智能机电、节能环保等绿色
新产业，以“四新”（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经济改造升级传统
产业，打造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食品医药等五大
千亿产业板块，实现咸宁制造向咸
宁智造转变，咸宁产品向咸宁品牌
转变。

——全域旅游。按照“小、精、
灵”的要求，坚持城景一体，把咸宁
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推进“旅
游+”和“+旅游”融合发展，实现旅游
与城市建设、工业项目以及大健康、
大文化等多方面结合，加快“一城十
区二十景”建设，构建“一核两翼四
极四带”的全域旅游空间格局。

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很显
然，做好“三篇大文章”，咸宁受益无
穷。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产业

向中高端发展，做大做强经济底盘，
可为打造特色产业增长极奠定坚实
的物质基础。

（四）
深问一层，咸宁能否率先建成

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市委清醒地认识到，建成特色

产业增长极，项目支撑是关键。
项目从哪里来？
从招商引资中来！
今年初，咸宁吹响了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的“冲锋号”，打出了一
系列“组合拳”，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农产品
加工业产值33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9%，地区生产总
值增幅居全省第5位，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幅居全省第7位，固定资产
投资增幅居全省第8位。

让咸宁人更有底气地是，梓山
湖大健康产业试验区初具规模，国
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全国
森林养生示范区、全国医养结合试
点市创建、幕阜山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扎实推进。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支撑点。
咸宁正在加快创建以青砖茶为主导
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域创建国家
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咸宁楠
竹生产综合标准化示范区获批第九
批国家农业标准化提升项目……

开弓没有回头箭。率先建成全
省特色产业增长极，咸宁条件已经具
备，只要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成功！

坚持绿色崛起，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咸宁走向何方？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农民异地看
病报销“跑腿”“垫资”难题何时破？“打工
族”就医怎样更便捷、更实惠？国家卫生计
生委相关负责人7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表
示，将强化宣传引导，加强督促检查，进一
步扩大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
范围，提升异地就医结算管理服务水平。

为加快化解异地就医报销民生“痛
点”，2017年2月，在国家卫计委指导下，
十省份参与签约新农合跨省就医联网结报
服务框架协议，明确参合省份内参合患者

经规范转诊至协议中31个省区市的定点
联网医疗机构就医，可逐步享受出院窗口
直接结报服务。

国家卫计委基层司监察专员聂春雷介
绍，根据患者流向和结算需求筛选，全国开
通首批1518家跨省就医定点医疗机构。
数据显示，2017年1至8月，全国共实现新
农合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91.4 万人
次，新农合跨省就医联网结算18235人次、
结报金额1.4亿元。“以国家平台为枢纽，
联通各省级、县级平台和定点医疗机构，互

联共享、功能完备、运行平稳、信息安全的
新农合异地就医结算网络系统已基本建成
并不断完善。”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跨省直接结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最
大限度方便患者。这样既规范了就医秩
序，又减轻了患者垫付资金的压力。”北京
协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李春厚表示，从信
息流程梳理到需求确认，从系统开发测试
到端口调试，信息“多跑路”就是为了群众

“少跑腿”。

为在加快异地就医报销便利化的同时
进一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多地还积极探
索将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纳入直接结算
范围。安徽、海南已将民政救助资金纳入

“一站式”结算范围。
今年5月，国家卫计委发出通知要求

依法加大对贪污、挤占、挪用、骗取新农合
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此相
关医疗机构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核对身份
证、农合证以及转诊资料等多个环节确保
资金安全，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化解异地就医报销民生“痛点”

全国开通首批新农合跨省就医机构 韩国

民众抗议“萨德”强行部署
新华社韩国星州9月7日电 在经过与反“萨德”

民众整夜激烈冲突后，7日晨，美国和韩国军方将“萨
德”反导系统剩余4台导弹发射车及相关物资运入韩
国庆尚北道星州美军“萨德”基地。

从6日深夜起，数百名当地民众及和平人士聚集
在“萨德”部署地附近的星州郡韶成里，彻夜阻拦“萨
德”装备进入，韩国警方出动了大约8000名警察。反

“萨德”民众聚在通往“萨德”基地的道路中央，并用汽
车堵住道路。警方试图驱散人群时，与民众发生激烈
肢体冲突，双方均有人员受伤。

现场口号声、呼喊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民众高
呼“反对暴力警察”“你们是美国警察吗”“誓死抵制‘萨
德’”等口号。一名当地居民对记者说，他们将奋战至
最后一刻。

韩美推进部署“萨德”系统引起星州当地民众、韩
国和平人士以及邻国强烈反对。

伊朗

愿与沙特改善双边关系
新华社德黑兰9月7日电 伊朗伊斯兰通讯社援

引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的话报道说，如果沙特有意愿，
伊朗方面已准备好与沙特改善双边关系。

扎里夫说：“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重要的伊斯兰国
家，因此我们已做好准备与沙特合作，解决伊斯兰国家
的问题。”

扎里夫重点强调了叙利亚问题。他说，叙利亚军
队成功打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代尔祖尔的封锁是
反恐的“重大胜利”。通过各有关国家共同努力，政治
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时机已经来临。

他重申，伊朗反对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叙利亚的
前途和命运应由叙利亚人民自行决定，“我们不应该告
诉叙利亚人民该做什么。我们抗击极端主义，但是从
现在开始，我们应为叙利亚各派之间实现对话铺路”。

白露农忙
9月7日，在贵州省龙里县冠山街道五

新村，一名农民行走在田间。
当日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人们抢

抓农时，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