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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主题活动共迎敬老月
7 日迎来一年一度的重阳
佳节，
也是我国第七个法定
“老
年节”
。湖南省老龄委透露，
截
至 2018 年末，湖南 60 岁及以
上人口为 1276.27 万人，占总
人口的 18.50%。同上年相比，
增加 30.40 万人。为了提升湖
南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湖南不
断完善养老政策，
在社会救助、
福利待遇、
卫生保健、
文化活动
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保障。
企退人员养老金实现 15 连涨
自 2005 年 起 ，湖 南 省 连
续 15 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
老金待遇，月平均养老金水平
从 1995 年 的 192 元 增 加 到
2018 年的 2371 元，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试点之
初 的 每 人 每 月 55 元 提 高 到
103 元。今年 7 月 1 日，
湖南在
■市州动态

长沙地铁3号5号线
拟今年同步试运行
本报讯 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 7日透露，
长沙地铁 3
号线预计今年年底试运行，
2020年7月初期运营。届时，
地铁3号线、
5号线有望同步试
运行及初期运营。
（文/陈焕明）

全国率先实施企业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比国家规定的时间提
前一年半。
福利保障覆盖率达 98%以上
除了维持老年人的基本
保障，湖南还不断提升老年人
的社会福利。目前，湖南全面
建立了基本养老补贴、高龄补
贴等老年人福利保障制度，覆
盖率达 98%以上。
目前，全省所有县市区建
立了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贴制
度，补贴标准在每人每月 200
元以上。全省大部分县市区为
90—99 岁符合当地申请条件
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补贴标
准达每人每月 50—110 元。
养老床位已达 44 万张
目前，湖南省已建成养老

机构 2458 家，养老床位 44 万
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数 36 张。此外，
我省已经连续
三年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专项行动，新建区域性（中心）
敬老院 58 所，改扩建 200 余
所，
改造护理型床位万余张。
社会力量也在有序参与
养老机构的建设中，目前全省
100 多家养老机构实行公建民
营改革，民办机构提供的养老
床位数占比超过 50%。
“敬老月”
活动连年开展
从 2010 年 开 始 ，湖 南 与
全国一样，都会在重阳节前后
开展“敬老月”活动，弘扬和传
承传统敬老文化，增强全社会
老龄意识和敬老意识。由湖南
省老龄委、湖南省卫健委主办
的 2019 年“敬老月”启动仪式

近日在长沙市举行，
主题是
“孝
老爱亲 向上向善”
。
今年“敬老月”期间，湖南
将广泛开展六个方面的活动：
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文化体育艺术活
动；组建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宣讲团，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
教育活动；开展“敬老月”重阳
节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重点
深入高龄、留守、失能失智、失
独老年人家庭；开展“乐享银
龄”
爱老助老公益活动，
组织开
展文化下乡、
戏剧演出、
科普宣
传等为老惠老公益活动；开展
孝老爱亲主题宣传月活动，集
中展播一批优秀孝老爱亲题材
影视作品和敬老养老助老公益
广告；
开展老年维权优待系列活
动，
加强防诈骗宣传。
（本报记者
鲍杰 通讯员吴昊 曹映红）

2020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
本报讯 2020 年度城乡居
民医保开始缴费，常见慢性病
管理服务模式将探索建立……
最近和医保相关的消息不断。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近日
透露，
湖南 2020 年度城乡居民
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统一为 250
元/人，缴费时间原则上为今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范的常见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
湖南日前出台《关于进一 参照国家政策，
按照
“定病种、
定
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
定额度”
的原则，
研究制定
门诊医疗保障政策的通知》，
要 常见慢性病门诊诊疗规范。
求各地将已经明确的高血压、
10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 43 湘雅二医院拟开展择期手术
个特殊病种按规定纳入医保基 “预住院”
管理试点工作。
“预住
金支付，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院”
管理模式就是患者在门诊就
以内，
特殊病种 诊，
经诊查确认需住院择期手术
门诊医疗费用 治疗，
但病房暂无床位，
在患者
不设起付线，
支 自愿的情况下，
先为其办理预住
付 比 例 70% ； 院手续。患者预住院期间，
医院
原支付比例高 不收取床位费、
护理费、
诊查费
于 70%的部分 等无关费用。患者在正式入院
特殊病种，
可继 前 2 天内的检验检查费用以及
续按原标准执 与此相关所产生的必要诊疗费
行。同时，
湖南 用可纳入住院费用进行医保结
将探索建立规 算。
（整理/记者贺银河）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有望获中央补助
本 报 讯 湖南省住建
厅、
湖南省财政厅近日联合下
发《关于开展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进
一步加大全省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工作推进力度。此前，
住
建部、
国家发改委已经联合下
发通知，
决定自 2019 年起，
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
给予中央
财政资金支持，
并明确加装
电梯项目为纳入中央补助支
持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之一。
《关于开展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项目申报工作的通
知》要求，
各房地产行业主管
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摸底调
查，
建立健全部门协调配合、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要从
实际出发，
按照区分轻重缓
急的原则，
优先将符合加装
电梯条件且群众意愿强烈的
老旧小区项目列入当年加装
电梯项目计划。下一步，
根
据工作进展情况，
将实施效
果好的项目纳入中央财政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补助支持范围。
（文/刘李）

个人噪声污染
最高可罚 2000 元
本报讯 新修订的《湖
南省环境保护条例》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条
例规定，
公民要按规定分类
投放生活垃圾，
对在生产生
活中造成的污染，
及时采取
措施自行治理或者委托治
理；
对于个人产生的噪声污
染，
最高可罚 2000 元，
而对
违法的单位最高可处 2 万
元罚款。
（文/丁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