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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务发布厅地方政务发布厅

中医药抗疫

欢迎有识之士莅临浙江杭州寿根国
药堂膝关节疼痛灸疗康复中心进行实地
考察，体验特色疗法，交流合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诊疗设备生
产示范基地建设单位：

杭州大力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

设二路935号
联系人：徐小姐
手 机：18458879799（微信同步）

建好一个专科 搞活一家医院

专科要有特色 特色讲究疗效

大力神膝关节灸疗仪
帮您建立一个膝关节疼痛

灸疗康复专科
特色：止痛快！消肿快！恢复快！

操作简便，疗效迅速，安全可靠！

中医院信息

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

“横向跟直向都要达到 25 公分的间
距，种茎斜放，芽头朝上，盖土 3~5厘米压
实。”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清塘铺镇石
溪村林下黄精种植基地里，安化县茂坤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昱坤正在
林间向工人们耐心讲解黄精种植技术。

石溪村林下黄精种植基地是今年安
化县实施的首批“安化黄精产业项目”之
一，由安化县茂坤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建设，项目总投资 210 万元，规划打
造 200 亩林下黄精种植示范点。“我在这
里干活每月能赚 4000 元，维持家庭开支
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还可以照顾家里。”
该村村民曾付兵说，因母亲年迈，儿子儿媳
均外出务工，夫妻俩需要在家照顾母亲和
孙子，家庭负担重，他一直为无法外出务工
增加收入而烦恼。如今，在家门口就可就
业，不仅可以在基地种植黄精，空闲时候，

还可以到村上的茂坤中药材加工厂务工，
一年下来能有 6万余元的收入，不仅能满
足日常开支需求，每年还可以存下一笔钱，
不用外出也能过得很好。现在，石溪村黄
精种植基地和中药材加工厂平均每天有务
工人员20余人，多的时候达到80余人，大
部分是本村村民，大家积极性很高。

“石溪村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拔
500~600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且林地资
源丰富，正适宜发展林下黄精种植，今年5
月，安化县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驻村工作队入驻后，立足本村资源禀赋，
指导发展林下黄精种植，有效盘活了村里
闲置林地和剩余劳动力。”该村村支部书
记吴正规介绍到，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石
溪村始终把产业富民作为助推乡村振兴
的核心举措，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将“安化黄精”作为“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着重打造。
安化县是“中国多花黄精之乡”，“安化

黄精”已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注
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着巨大的开
发潜力和发展空间。为了延长产业发展链
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化县茂坤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充分挖掘黄精的药食同源特
性，开发了黄精酒、黄精茶、黄精片等一系
列产品，促进药食融合发展。

“黄精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做成食品，
市场前景广阔。今年我们又在清塘铺镇
新建了 800 平米中药材初制加工厂。”安
化县茂坤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曾昱坤信心满满地说，技术有了支撑，资
金有了保障，我们的信心更足了，下一步
我们将建设黄精深加工厂，努力拓宽销售
渠道，让村民们腰包更鼓，日子过得更好。

（周珺杰 熊叶青）

黄精产业开拓富民新路子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清塘铺镇石溪村发展林下黄精种
植及加工产业，带动村民务工就业，增加村民收入——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
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后，柴桑区中医医院
积极贯彻相关部署，自
10 月 31 日起，陆续向全
区19个集中隔离点提供
中药预防汤剂。截至11
月 12 日，已累计向隔离
点提供中药汤剂总计
10208袋，超5300人次服
用。

图为该院工作人员
调配中药。

王煊镇 蒋金海 张
理顺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张梦雪）为深入推进
“学党史办实事、中医中药下基层进万家”
主题实践活动，近日，山东省枣庄市卫生健
康委（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中医中药

“十百千”系列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药服
务送到群众身边。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选

派各级中医医院的中医专家组成专家团队，
走进基层医疗机构、企业、学校开展中医药
政策法规、养生保健、文化理念科普推广活
动。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开办“大咖云端
话中医大讲堂”，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中医
药养生知识、中医适宜技术以及药膳制作小
视频等。截至目前，已举办中医讲堂72场，

覆盖乡村医生、企业职工等6192名群众。通
过网站、微信等媒体、平台开设中医药健康
专栏186期，开设健康知识讲堂120次。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还
组织各级中医医院中医专家以及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药技术人员
组成志愿服务队，走进乡村，免费为群众提

供穴位贴敷、艾灸、推拿、耳穴压豆等服务，
讲解中医防疫知识、中草药种植技术等。
截至目前，枣庄市已开展中医药体验服务
活动129场，服务群众9933人，发放宣传资
料14448份。

此外，枣庄市各级中医医院的中医药
临床骨干带领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家庭医生团队组成义诊小分队，走进
城乡社区、老年公寓等，开展中医药义诊、
健康咨询和面对面宣讲活动。截至目前，
枣庄市已开展中医药千场宣讲服务进村居
活动 1189 场，为 8.2 万余名群众免费提供
中医药义诊、健康咨询服务，发放中医药宣
传资料15万余份。

山东省枣庄市开展中医中药“十百千”系列活动

推动中医药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 （记者方碧陶）近日，广东省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印发《广州市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明确到 2030 年，全面建成以基本

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托底，补充医
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
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提
出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
方式，支持中医药医疗服务新增项目申报
受理等。

在完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方面，
《实施方案》提出，支持本地中药饮片、医

院制剂、民族药增补纳入省医保药品目
录，支持本地创新药品纳入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

在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实施
方案》提出，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
保支付方式，促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

在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方

面，《实施方案》要求，在省定价范围内，
实施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重点
体现技术劳务价值，支持适度向护理科、
中医科、儿科、老年科、精神科等紧缺学
科倾斜。适时启动新增项目审核，支持
创新技术、中医药医疗服务新增项目申
报受理，探索“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落地。

《广州市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印发

医疗服务价格适度向中医科倾斜

本报讯 （通讯员郑纯胜 赵钰龙）近
日，2021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世界中
医药非遗发展论坛在浙江省温州市举办。
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会专
家探讨中医药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
展。

论坛上，与会专家分享了海外推广中
医药的经验。全欧洲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
主席拉蒙·玛丽亚·卡尔杜克表示，欧洲不
少国家通过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提高了中医药在该国的使用率和全民健康
覆盖率。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热敏
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弗雷德里科·卡瓦
略以葡萄牙为例，介绍了欧洲各国对中医
药的监管模式和方法，并表示希望以葡萄
牙为桥头堡，将中医药的精髓引入欧洲。

此次论坛还开设纪念陈无择诞辰 900
周年专题演讲，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
瓯越中医药文化和“三因学说”对温州医疗
实践的影响，为挖掘温州中医药文化资源
献智献策，共同擦亮“三因学说”这块金字
招牌。

世界中医药非遗发展论坛举办

中医药国际发展
前景广阔

本报讯 近日，第七届上海野山参文
化节开幕式暨上海《野山参质量规格团体
标准》发布会在上海市举行。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上海
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胡鸿毅作视频致
辞，他表示，《野山参质量规格团体标准》的
发布，是野山参科学研究和产业标准迈出
的重要一步，为野山参开发利用和标准化
建设提供了道路。

上海中药行业协会在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和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
指导下，联合9家上海市参茸著名品牌企业
共同起草制定了《野山参质量规格团体标
准》。标准包括野山参鉴别相关的术语定
义、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标志、标签和包
装，以及运输、贮存方面的要求。

第七届上海野山参文化节为期2个月，
期间将在全市各大药店开展中医药文化和
野山参知识的宣传，开展义诊咨询以及优
惠促销活动。

会议由上海中药行业协会主办。
（孟嗣良）

《野山参质量规格
团体标准》发布

本报讯 （记者章关春 楼 彦 通讯
员黄旦辉）日前，浙江省宁波市观海卫镇医
院举办以“弘扬国粹，济世福民”为主题的
农民中医药文化节。

文化节为期两个月，启动当天，观海卫
镇医院的中医师为村民介绍常见中草药的
性味、功效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为村民
开展义诊、咨询活动，开展冬季养生中医药
健康知识讲座，深受村民欢迎。

文化节期间，还将开设中医药健康养
生大讲堂，开展冬令调补服务等。

近年来，浙江各县（市、区）乡镇行政村
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农民中医药文化节，
成为当地将中医药送到田间地头的主要形
式。

浙江宁波观海卫镇举
办农民中医药文化节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昆山市中医
医院开展中医药宣传月活动。利用微信
公众号、电子屏、海报等载体开展中医药
健康文化和普法宣传。通过开展健康义
诊、中医体质辨识、中医药特色技术体
验、中医药健康科普讲座等形式，增进社
会大众对中医药的认同和支持。

宣传月活动中，该院举办党课学习
暨《江苏省中医药条例》宣贯会，会议就

《江苏省中医药条例》出台背景、主要内
容和重要意义作了宣讲，要求该院党员
干部不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力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着力打造高素质人
才队伍，为开创昆山市中医药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该院还在玉山镇同心小学举办中医药
科普讲座，在门诊开展中医体质辨识暨治
未病专科膏方义诊咨询等活动。（夏忆澄）

江苏昆山市中医医院

举办中医药宣传月
系列活动

本报讯 11月 14日，湖北省远安县
中医医院内分泌科联合神经内科、心血
管内科医护人员在门诊大楼外举办了以

“人人享有糖尿病健康管理”为主题的
“世界糖尿病日”义诊咨询活动。

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群众测量血
糖、血压，讲解糖尿病及相关并发症的防
治知识，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方案及血
糖自我监测指导，并发放健康科普资料，
指导群众增强防病意识。本次活动免费
测量血压、血糖80余人次，提供健康咨询
7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近100份。

（李 蒙 高 捷）

湖北远安县中医院

举办“世界糖尿病
日”义诊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迁安市中医
医院举行“华北理工大学附属迁安市中
医医院”签约、揭牌仪式。

院校双方将通过优势互补、精诚合
作，开创共同发展、互惠共赢的局面。通
过合作提升双方医、教、研水平，培养出
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共同促进迁安市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迁安市中医医院将以此为新的起
点，将教学与临床、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融
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
巩固中医药强市建设成果，实现校院融
合发展、创新发展。 （河迁中）

河北迁安市中医医院

成为华北理工大学
附属医院

据周口日报报道 11月 12日，河南
省周口市政协副主席程维明率队督办市
政协四届五次会议第 118号提案《关于发
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建立医康养文化乐
园的建议》，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市城市管理局、市卫健
委有关工作人员分别就提案的办理落实
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说明，与会人员
围绕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建立中医药
文化主题游园进行了细致的交流，并就

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初步达成了协商。
会议指出，周口中药材资源丰富，

应充分发挥特色优势，打造中医药文化
乐园，推动中医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普
及。要把中医药文化与公共基础设施
设计结合起来，尤其在公园、游园、广场
等建设方面，积极融入中医药文化元
素，展示中医药保健知识，弘扬中医药
文化。要依托中医药主题乐园、驿站建
设，开展中医药养生知识讲座与公益养

生大讲堂建设，让市民在健身娱乐的同
时了解中医保健知识。要推动中医药
与文旅产业融合，依托植物园、森林公
园、滨河公园等公共场所建设“医、康、
养、文、产、乐”六位一体的中医药文化
主题公园，规划建设中医药文化长廊、
中草药植物园，让群众充分领略中医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推动中医药
事业健康发展。

（吕冰汝）

河南周口市政协督办重点提案

建设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