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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88 万居民有了家庭医生：

小病不出门 用药少掏钱

近日，福州市民陈鸿来到仓山
区临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
约家庭医生服务，先激活医保卡，
再填写签约协议，只要短短几分
钟，陈鸿就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以后有个头疼脑热的，就不用跑
去大医院排队了。
”陈鸿开心地说。
这是福州家庭医生签约率不
断提高的一个缩影。
临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王寒清告诉记者，近 1 个月
来，该中心 7 个家庭医生团队已实
现签约人数 3137 人，每天的签约
人数 70 人~100 人。来自福州市
卫计委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至 8 月
28 日，全市累计签约居民 88.1 万
人，户籍人口签约率 13.7%，其中
重 点 人 群 68.9 万 人 ，并 落 实 了
13965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家庭医生为何越来越受欢
迎？记者了解到，市民签约家庭医
生服务后，可享受一系列好处。
鼓楼区的林香兰告诉记者，自
从她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健

康服务协议后，中心为她建立了健
康档案，制定了健康计划，每年还
能免费提供一份中医体质报告。
与此同时，家庭医生签约需个人支
付的 20 元，也由鼓楼区政府为她
买单。
“ 今后，遇上小病小痛，一个
电话就能让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优先就诊、优先预约上级医院
专科门诊等服务，也是一大福利。
“在双向转诊机制上，上级医院至
少提早一半时间将 30%以上的专
科门诊、影像和检验检查等号源向
家庭医生开放，住院病床提前 3 天
预留给经家庭医生上转的患者。”
福州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上
级医院将适宜基层后续康复治疗
的患者及时下转到患者居住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由签约的家庭医
生团队负责接诊或康复期治疗随
访。
“签约后在社区医院看病拿
药，花的钱也少了很多。”患有高血
压的曾依伯告诉记者，签约对象在
签约的基层卫生机构就诊时，享受
在原有普通门诊或特殊病种门诊

医保报销比例基础上提高 5 个百
分点的待遇。以医生为曾依伯常
开的药“拜新同”为例，4 盒“拜新
同”是曾依伯 1 个月的用药量，价
格为 103.12 元。签约前，曾依伯
需 自 付 药 品 价 格 的 6% ，即 6.18
元 ；签 约 后 ，他 只 需 自 付 1% ，即
1.03 元，
节省了 5 元。
此外，对于诊断明确、病情稳
定的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
药的慢性病签约患者，家庭医生可
一次性开具 4 周~8 周的单次处方
治疗性药物量。
福州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不仅体现数
量，
更要保证质量。当前，
该市正积
极探索开展 1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家庭医生工作站”项目，通过优
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场所布局、设
备配置、
信息化支撑等，
实现签约服
务、
基层首诊、
远程门诊、
上下转诊、
健康管理等差异化的一站式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
并在上级医院设立
“家
庭医生远程门诊中心”
开展
“1+1远
程联合门诊（全科+专科）”
。
据悉，为了让市民真正实现
“足不出户看好病”，福州下一步还
将加强全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加
强家庭医生培训，开发个性化有偿
签约服务包，并监测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效果。
（林晗）

慈善日为爱前行
9 月 5 日是中华慈善日，各地举办慈善活
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福建省慈
善服务协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颁布一周年暨福建省慈善服务协会成立一周
年举办一场
“为爱前行·慈善之夜”晚会。
活动得到 300 多位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
业和海内外社团的积极响应，晚会用艺术的
方式宣传慈善法，并对关心支持慈善事业的
企事业单位进行授牌颁奖。其中拍卖环节高
潮迭起，共计拍得 53664 元，获得的善款将全
部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
（木子 图/文）

一块蛋糕引发的两岸爱情和事业
在 2017 金 砖 国 家 工 商 论 坛
上，
习近平主席盛赞厦门
“已经发展
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这座城，早有鼓浪屿、日光岩、白鹭
洲等旅游景点蜚声海内外，现今创
新创业元素已然是厦门另一个重要
关键词。众多青年聚集到这个城
市，
开始了他们的寻梦之旅。
台湾青年邓宇钧，就是他们中
的一员。

蛋糕师转身成老板
从澳门到广州再到厦门，邓宇
钧从 2006 年开始就到大陆来发展
了。
“前几年，我一直都在广州一
家企业里当蛋糕师傅。
“ 邓宇钧告
诉记者，受创业鼓励政策吸引，他
开始踏上了这座城市。

2016 年 6 月份，邓宇钧的面
包工厂开始入驻海峡两岸创业孵
化园。万事开头难，一来生活上就
遇到了一些麻烦。 邓宇钧告诉记
者，对团队里很多台湾年轻人来
说，电话怎么使用，银行卡如何绑
定，各种手机 APP 软件应用，这些
生活上的小事都成了大事。
创业压力也是一大挑战。面
包工厂到底能否孵化成功？一要
靠资金支持，二要能够找到市场。
经过半年时间的摸索，邓宇钧的面
包工厂已经成长起来了。
“截至目前，公司的销售额已
经超过 1000 万了。
“ 邓宇钧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的产品已经销往厦
门、漳州等地，目前已经铺设到 28
个商场或超市，预计到今年年底将
扩展到 40 个。

因为蛋糕，遇到爱
这块蛋糕不仅成就了他的事
业，
还结缘了他的爱人。
“我对我爱人是一见钟情 。
“他笑着说，在之前就职单位的食
堂里，他发现有一个女孩和他一
样，
也非常喜欢糕点。
随后，他迅速打探到，原来她
就在公司的会计部工作。于是，
他开始了追求攻势。
“ 每次研发出
来 的 新 品 ，我 都 先 送 去 会 计 部 。
“邓宇钧告诉记者，其实就是想先
跟她分享新创意，让她注意到他。
现在，这位来自广西的女孩
子，已经是他的妻子。邓宇钧告诉
记者，14 年前他一人来大陆发展，
现在已经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了。
（陈蓝燕）

长话短说
闽台抗日老兵手迹将共制爱国长卷
继承民族精神
本报讯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2017 年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芳名续录镌刻活动在
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广场举行。60 多位抗日老兵和 300
余位抗日老兵的后人相偕前来，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
“薪火相传”
火炬传递活动。
当天，位于福州三山陵园的抗日志士纪念广场松涛
如诉，微雨浥尘。庄重的交响乐中，象征抗日精神火种
的火炬，从五位抗日老兵代表手中传递给儿女辈，再传
递到孙子辈，最后点燃广场前的长明火。多位抗日老兵
还现场题词。活动主办方称，闽台抗日老兵手迹将制成
爱国长卷。
（林春茵 刘可耕）

新版福建十强县、十佳县出炉
本报讯 由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所属单位省
区域和企业评价中心开展的“2017 年度福建省经济实
力十强县（市）、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评价结果近日揭
晓。
2017 年度福建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依次为晋
江市、石狮市、福清市、闽侯县、南安市、长乐市、惠安县、
上杭县、龙海市和永安市；经济发展“十佳”县（市）依次
为云霄县、诏安县、武平县、上杭县、长泰县、东山县、宁
化县、建宁县、长汀县和连江县。
（周琳）

“数字公民”全国首个试点
落地福州鼓楼区
本报讯 近日，福州市鼓楼区委区政府与新大陆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数字公民”福州市鼓楼试点
启动暨
“数字公民”
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
据了解，
“数字公民”是指政府通过赋予每个公民一
个数字身份，将公民个人数据与现实身份有效实时关
联，并通过创新“公民大数据”管理模式，逐步赋予公民
归集、管理、应用乃至运营个人数据的应用能力。未来，
用户只要下载“数字公民”APP，完成身份认证，即可用数
字身份在线授权发起政务办事。同时，市民可以进行个
人电子证照的申请，按需取回分散在不同机构、部门、平
台中的个人数据，进行可视化的组织管理，也可根据不
同场景和服务需要，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授权第三方
使用个人数据。
（蒋巧玲）

福建 26 所本科高校有台湾全职教师
今年将引进 200 人
本报讯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福建省实施台湾全
职教师引进资助计划以来，全省 38 所本科高校中，已有
26 所引进了台湾全职教师。
从学历看，引进的台湾教师中具有博士学历的占
99%。从专业分布看，引进的台湾教师涉及 50 多个不同
专业，较为集中的专业为信息科学、工程科学、农林与食
品科学、旅游、金融会计等。今年，福建省将引进台湾全
职教师 200 名左右。
（吴洪）

福州市医保
步入“全国漫游”时代 看病说走就走
本报讯 福州医保已经步入“全国漫游”时代。记
者从福州市医保局获悉，福州市已实现参保人员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刷卡结算。
福州市还扩大医保参保人员的就医范围。本月
起，省内异地安置参保人员可以在参保地和安置地同
时使用社保卡。同时，本月起，参保人员门诊特殊病种
就医，可选择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从一两家扩大到 50
家。
（李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