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对接救助 真情为民解忧

“我去咨询免费筛查政策，没想到妇联
给申报了‘两癌’救助。 ”县妇联工作人员的
细心服务， 让霍邱县城关镇东坛社区居民
赵敏颇感意外。50 岁的赵敏患乳腺癌多年，
虽然从去年开始不再吃低保， 但家庭仍比
较困难。 今年 5 月，赵敏来到霍邱县妇联，
想为自己争取“两癌”免费筛查机会。

“你是城镇居民，但不是低保户，不符
合条件。 ”霍邱县妇联副主席李大萍给了
她一个否定的答案。 不过，赵敏还没来得
及失望，李大萍又详细询问起她的病情和

家庭情况，对照我省城乡困难妇女“两癌”
救助项目的相关标准，看她是不是符合救
助条件。

赵敏是一名单亲妈妈，丈夫多年前因病
去世，她本人 2010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如
今仍要用药治疗、定期复查，家里还有一个
正在读高中的孩子。李大萍和同事核对了赵
敏的病例、深入了解其家庭情况后，指导她
回社区填报申请，争取“两癌”救助。

今年，我省设立 800 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开展城乡困难妇女“两癌”患者救助。 李

大萍介绍， 专项资金优先救助符合条件的
低保患病妇女，赵敏的病情符合救助条件，
家庭情况也比较特殊，虽然不是低保户，该
县妇联仍精准对接有关政策， 帮助她申报
了项目救助。

“妇联组织是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
纽带、得力助手，要做实做细引领、服务、联
系广大妇女的工作。 ”李大萍表示，“妇联干
部要带着真情为妇女群众办实事， 让党的
的惠民政策飞入千家万户， 走进妇女姐妹
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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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谈·

聚光镜··
为群众办实事 为发展开新局⑤⑤

用真情办实事
■ 贾学蕊

女性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 ，
关系到社会民生、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
福安康。 从 2019 年农村妇女 “两癌 ”检
查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

容 ，到今年城乡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
筛查纳入省政府 33 项民生工程 ， 民生
暖政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撑起了健康“保

护伞”。
妇联组织是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

梁纽带、得力助手。维护妇女健康权益，
增进妇女健康福祉，是妇联组织的职责
所在。 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 ，今年城
镇低保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筛查项目
实施时间紧、任务重，遇到不少新情况。
能否把这件实事办好，关系到民生工程
的 “成色”。 只有建立完善党委政府领

导、部门合作、行业支持、社会参与的有
效机制 ，探索具有自身特点 、符合本地
实际的有效举措 ， 及时总结推广好做
法 、好经验 ，才能推动妇女民生项目高
质量实施。

把实事办实 ，关键要下真功 、用真
情。牵头实施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
免费筛查项目 、落实城乡困难妇女 “两
癌 ”患者救助措施 ，各级妇联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把党委政府对妇女群众的关
爱，转化为“我为妇女群众办实事”的强
大动力。要一手抓协调，强化部门合作，
制定精细周密的实施方案 ； 一手抓实
施 ，多倾听妇女群众的心声 ，多解决她
们的现实难题， 唤起她们的健康意识 、
参与热情 ，让 “两癌 ”患者及时被发现 、
及时得救治。

民生工程办得好， 才能成为民心工
程。 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妇联组织要牢记
党赋予的光荣使命， 着力解决妇女群众
“急难愁盼”的问题，更好发挥引领、服务、
联系妇女的职能，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响应
党的号召、投身党的事业，为建设新阶段
现代化美好安徽凝聚强大巾帼力量。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记者：推动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目实施，有什
么重要意义？ 省妇联做了哪些工作？

张慧芳 ：从今年起 ，省委 、省政府将城镇低保适龄妇女 “两
癌”免费筛查列入重点民生实事，计划用 3 年时间对全省城镇低
保适龄妇女开展一次 “两癌 ”免费筛查 ，同时设立 800 万元专项
资金，救助城乡困难“两癌”患病妇女。 这个项目的实施维护了妇
女健康权益， 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对于保障和改善妇女民生的
高度重视。

陈卫红：省妇联作为牵头单位，与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省
民政厅共同制定了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目实施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工作流程及各部门工作职责，联合省财政厅严
格项目资金管理。 借助全国妇联开展妇女“两癌”防治知识到村庄、
到社区宣传活动的契机， 在全省范围内线上线下同步推进， 全方
位、多角度、高频次宣传“两癌”防治知识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
癌”免费筛查政策。 指导各市制定和下发本地区城镇低保适龄妇女
“两癌”免费筛查实施方案、召开项目工作推进会、落实拟筛查妇女
名单等，高质量推动项目实施。

记者：如何保障项目实施不走样、不漏项？
陈卫红 ：我们要求各级妇联严把项目申报 、审核 、实施三道

“关口”。 “两癌”筛查项目要严把拟筛查对象的户籍、年龄和低保
身份，救助项目要明确拟救助人员的病种病情、困难状况等是否
符合救助条件 ；建立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项目工作机制 ，
严格执行工作流程和制度规范；加强项目监管，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及日常
监督检查制度。 比如在项目申报环节，县级妇联要对申报项目的
原始信息真实性负责；项目审核环节，市级妇联要对本市申报项
目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救助的唯一性负责，切实担负起项
目规范性的指导 、审核和监督职责 ，确保项目真实有效 、合法合
规，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省妇联加强工作指导，重点督查项目实
施内容、实施目标、实施效果。

张慧芳 ：民生暖政要落细落实 ，项目指导者 、执行人首先要
吃透政策，对于自己干什么、怎么干心里有本“明白账”。 7 月初，
省妇联举办专题培训班 ，邀请省民生办 、省民政厅 、省妇女儿童
保健中心相关负责人，对各市、县（市、区）妇联分管主席、项目负
责人等 150 余人进行培训， 提升妇联干部项目管理水平和执行
能力。 比如有的地方，妇联组织采取上门入户开展政策宣传，全
程陪检，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老人安排“专车接送”等多种形式
服务妇女群众，用情用力做好筛查工作；与民生办、卫健、民政等
部门加强沟通联系，把守护妇女健康的实事办好办实。 省妇联及
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总结推广有效做法和
成功经验。

记者：如何精准救助“两癌”困难患者？
陈卫红：省城乡困难妇女“两癌”救助项目今年首次实施，资

金来自省促进妇女健康和创业扶持转移支付资金，由全省各级妇
联负责实施。 今年我省城乡困难妇女“两癌”救助专项资金为 800
万元，根据当年救助指标、救助标准及各地城乡低保妇女人数下
拨救助资金， 主要救助省内经过有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确诊、患
有宫颈浸润癌 IIB 以上或乳腺浸润癌的城乡困难患病妇女。 救助
标准为每人一次性救助 1 万元，优先救助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患
病妇女。

张慧芳：2009 年，原国家卫计委、全国妇联、财政部共同启动农
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 2011 年，全国妇联就在中央彩票公益
金的支持下设立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到 2020 年底，该
项目共拨付我省救助金 10499 万元，向 10499 名农村贫困“两癌”
患病妇女每人提供 1 万元救助金。 我省有的市也设立了城乡困难
妇女“两癌”救助专项资金，比如合肥市今年投入 200 万元，“真金
白银”救助妇女“两癌”困难患者。 希望在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级
妇联积极推动下，关爱妇女民生的暖政越来越多。

今年，，我省首次实施城镇低保适龄妇女（（3355--6644 岁））““两癌””免费筛查项目，，全年
将完成筛查约 22..66万人。。 省妇联牵头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各地妇联积极开展政策宣
传，，动员组织符合条件的女性参加筛查，，落实困难患者救助措施——————

免费“两癌”筛查 暖政如何更暖心

● “我们在全市率先完成
筛查任务 ，很幸运 ，完成筛
查的 47 人中没有一个确诊
患者。 ”

———旌德县妇联工作人

员张雪

● “家里条件不好，平常除
了看病， 从来没有专门到医
院做过体检。 ”

———旌德县旌阳镇河东

社区居民吕萍花

● “我去咨询免费筛查政
策，没想到妇联给申报了‘两
癌’救助。 ”

———霍邱县城关镇东坛

社区居民赵敏

● “妇联干部要带着真情
为妇女群众办实事， 让党的
的惠民政策飞入千家万户，
走进妇女姐妹心中。 ”

———霍邱县妇联副主席

李大萍

● “党和政府为我们开展
免费的宫颈癌、乳腺癌筛查，
妇联‘娘家人’全程服务，我
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

———合肥市庐阳区杏花

村街道汲桥新村社区居民阮

红群

● “今年社区 11 名符合条
件的低保妇女参加‘两癌’免
费筛查， 我都在指定医院全
程陪伴， 与医院工作人员一
起做好服务。 ”

———合肥市庐阳区杏花

村街道汲桥新村社区妇联主

席夏绍兰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
筛查项目实施第一年， 落实情况如
何？ 救助困难患者如何更精准？ 记者
就此对话省妇联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和有关专家———

把守护妇女健康的实事办好

对话人：省妇联发展部部长 陈卫红

妇联界别省政协委员 张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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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学蕊

纳入民生工程 全程贴心服务

“党和政府为我们开展免费的宫颈癌、
乳腺癌筛查，妇联‘娘家人’全程服务，我心
里感到特别温暖。 ”8 月 27 日，合肥市庐阳

区杏花村街道汲桥新村低保户阮红群接受
记者采访时，通过微信“讲述”了对社区妇
联工作人员的感激之情。

今年，城乡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纳入省政府 33 项民生工程。 其中，城镇低
保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筛查项目首次实
施， 省促进妇女健康和创业扶持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省妇联牵头协调，
推动项目落实。 低保户阮红群是项目受益
人之一。

阮红群和丈夫都是聋哑人， 与他人交
流不畅。 社区妇联主席夏绍兰和民生员阮
丽娟一起上门服务，通过文字与她交流，解
读最新的民生暖政。 “‘两癌’免费筛查今年
‘升级’了，城镇低保妇女也可以享受，你的
情况刚好符合条件。 ”夏绍兰拿出民生工程
宣传材料，边写字、边比划，让阮红群了解
参加筛查的好处。

聋哑人到医院体检多有不便 ，阮红群
到指定医院参加 “两癌 ”筛查 ，夏绍兰全
程陪同。 一周后，夏绍兰又把检查结果送
到阮红群手中。 “低保妇女大都身有残疾
或患其他疾病 ，有的老人行动不便 ，今年
社区 11 名符合条件的低保妇女参加 ‘两
癌 ’ 免费筛查 ， 我都在指定医院全程陪
伴 ，与医院工作人员一起做好服务 。 ”夏
绍兰说。

及早筛查预防 护航女性健康

据介绍， 今年我省将完成城镇低保适
龄妇女“两癌”筛查约 2.6 万人；从今年起，
用 3 年时间对全省 7.8 万名城镇低保适龄
妇女开展一次“两癌”免费筛查。 省妇联联
合相关部门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
任务，严格资金管理，强化部门协作，扎实
有序推动项目实施。

“我们在全市率先完成筛查任务，很幸
运， 完成筛查的 47 人中没有一个确诊患
者。 ”旌德县妇联工作人员张雪高兴地说。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是惠及
妇女民生的好事、实事，能参与这项工作，
她深感荣幸。

为提升为妇女群众办实事的水平 ，单
位选送张雪参加了省、 市妇联组织的 “两
癌”免费筛查培训。 培训归来，张雪积极开
展线上线下政策宣传，与县民政、卫健部门
和基层妇联做好对接，并参与县、镇、村居
妇联三级联动， 通过组织妇女群众集中观
看“两癌”科普宣教片、邀请营养学专家讲
授“两癌”饮食预防与干预知识等方式，唤
起妇女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参与热情。

“我们一直没有健康体检方面的意识，
加上家里条件不好，平常除了看病，从来没
有专门到医院做过体检。 ”旌德县旌阳镇河
东社区居民吕萍花坦言，这次参加筛查，查

出一个较大的乳腺结节， 幸好经大医院专
家诊断， 认为问题不大， 只要定期检查即
可。 “我现在算着日子，3 个月后就到医院去
复查，也认真学习了健康知识，平时很注意
做好‘两癌’预防。 ”

今年上半年，全省各级妇联共深入村、
社区开展“两癌”预防宣传活动 4187 场次，
参与群众 25 万余人；到 8 月底，全省累计
完成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人数
25728 例，完成年度任务的 99.39%；乳腺癌
筛查人数 26103 例 ， 完成年度任务的
100.8%。

·面对面·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妇联工作人员在向居民介绍“两癌”筛查项目。
本报通讯员 程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