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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医药工作在２０１６年全国中医药工作座谈会

　上作经验交流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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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与海南省签订加强中医药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１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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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讲活动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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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与党团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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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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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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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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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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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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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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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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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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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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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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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１７７
!!!!!!!!!!!!!

江苏省太湖康复医院 １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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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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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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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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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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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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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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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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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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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南京市

　综述 １８７
!!!!!!!!!!!!!!!!!!

玄武区 １９１
!!!!!!!!!!!!!!!!!!

秦淮区 １９２
!!!!!!!!!!!!!!!!!!

建邺区 １９３
!!!!!!!!!!!!!!!!!!

鼓楼区 １９５
!!!!!!!!!!!!!!!!!!

浦口区 １９７
!!!!!!!!!!!!!!!!!!

栖霞区 １９９
!!!!!!!!!!!!!!!!!!

雨花台区 ２００
!!!!!!!!!!!!!!!!!

江宁区 ２０１
!!!!!!!!!!!!!!!!!!

六合区 ２０３
!!!!!!!!!!!!!!!!!!

溧水区 ２０５
!!!!!!!!!!!!!!!!!!

高淳区 ２０６
!!!!!!!!!!!!!!!!!!

无锡市

　综述 ２０９
!!!!!!!!!!!!!!!!!!

　成功完成省内首例ＤＣＤ捐献心肺联合移植 ２１２
!!

　全球首例无创胚胎染色体筛查试管婴儿

　　顺利诞生 ２１２
!!!!!!!!!!!!!!!

梁溪区 ２１２
!!!!!!!!!!!!!!!!!!

锡山区 ２１３
!!!!!!!!!!!!!!!!!!

惠山区 ２１４
!!!!!!!!!!!!!!!!!!

滨湖区 ２１５
!!!!!!!!!!!!!!!!!!

新吴区 ２１７
!!!!!!!!!!!!!!!!!!

江阴市 ２１７
!!!!!!!!!!!!!!!!!!

宜兴市 ２１９
!!!!!!!!!!!!!!!!!!

徐州市

　综述 ２２２
!!!!!!!!!!!!!!!!!!

鼓楼区 ２２４
!!!!!!!!!!!!!!!!!!

云龙区 ２２５
!!!!!!!!!!!!!!!!!!

贾汪区 ２２６
!!!!!!!!!!!!!!!!!!

泉山区 ２２７
!!!!!!!!!!!!!!!!!!

铜山区 ２２８
!!!!!!!!!!!!!!!!!!

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２９
!!!!!!!!!!!!!!

丰　县 ２３０
!!!!!!!!!!!!!!!!!!

沛　县 ２３２
!!!!!!!!!!!!!!!!!!

睢宁县 ２３５
!!!!!!!!!!!!!!!!!!

新沂市 ２３６
!!!!!!!!!!!!!!!!!!

邳州市 ２３６
!!!!!!!!!!!!!!!!!!

常州市

　综述 ２３８
!!!!!!!!!!!!!!!!!!

溧阳市 ２４２
!!!!!!!!!!!!!!!!!!

金坛区 ２４３
!!!!!!!!!!!!!!!!!!

武进区 ２４５
!!!!!!!!!!!!!!!!!!

新北区 ２４６
!!!!!!!!!!!!!!!!!!

天宁区 ２４７
!!!!!!!!!!!!!!!!!!

钟楼区 ２４８
!!!!!!!!!!!!!!!!!!

苏州市

　综述 ２５０
!!!!!!!!!!!!!!!!!!

张家港市 ２５２
!!!!!!!!!!!!!!!!!

常熟市 ２５４
!!!!!!!!!!!!!!!!!!

太仓市 ２５５
!!!!!!!!!!!!!!!!!!

昆山市 ２５６
!!!!!!!!!!!!!!!!!!

吴江区 ２５７
!!!!!!!!!!!!!!!!!!

吴中区 ２５９
!!!!!!!!!!!!!!!!!!

相城区 ２６０
!!!!!!!!!!!!!!!!!!

姑苏区 ２６１
!!!!!!!!!!!!!!!!!!

工业园区 ２６２
!!!!!!!!!!!!!!!!!

高新区 ２６３
!!!!!!!!!!!!!!!!!!

南通市

　综述 ２６５
!!!!!!!!!!!!!!!!!!

　加强沪通医疗合作 ２６７
!!!!!!!!!!!!

港闸区 ２６８
!!!!!!!!!!!!!!!!!!

崇川区 ２６８
!!!!!!!!!!!!!!!!!!

海安县 ２６９
!!!!!!!!!!!!!!!!!!

海门市 ２７２
!!!!!!!!!!!!!!!!!!

启东市 ２７３
!!!!!!!!!!!!!!!!!!

如东县 ２７４
!!!!!!!!!!!!!!!!!!

如皋市 ２７５
!!!!!!!!!!!!!!!!!!

通州区 ２７７
!!!!!!!!!!!!!!!!!!

连云港市

　综述 ２７８
!!!!!!!!!!!!!!!!!!

　新农合服务管理制度创新 ２８１
!!!!!!!!!

　创新基层服务模式 ２８１
!!!!!!!!!!!!

连云区 ２８１
!!!!!!!!!!!!!!!!!!

海州区 ２８２
!!!!!!!!!!!!!!!!!!

赣榆区 ２８４
!!!!!!!!!!!!!!!!!!

东海县 ２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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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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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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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

　综述 ２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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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区 ２９３
!!!!!!!!!!!!!!!!!!

淮阴区 ２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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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３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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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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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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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湖县 ３０９
!!!!!!!!!!!!!!!!!!

东台市 ３１０
!!!!!!!!!!!!!!!!!!

大丰区 ３１１
!!!!!!!!!!!!!!!!!!

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１２
!!!!!!!!!!!!!!

城南新区 ３１３
!!!!!!!!!!!!!!!!!

扬州市

　综述 ３１４
!!!!!!!!!!!!!!!!!!

　推进医管委实质性运作 ３１８
!!!!!!!!!!

宝应县 ３１９
!!!!!!!!!!!!!!!!!!

高邮市 ３２１
!!!!!!!!!!!!!!!!!!

仪征市 ３２２
!!!!!!!!!!!!!!!!!!

江都区 ３２４
!!!!!!!!!!!!!!!!!!

邗江区 ３２６
!!!!!!!!!!!!!!!!!!

广陵区 ３２７
!!!!!!!!!!!!!!!!!!

镇江市

　综述 ３２９
!!!!!!!!!!!!!!!!!!

京口区 ３３２
!!!!!!!!!!!!!!!!!!

润州区 ３３２
!!!!!!!!!!!!!!!!!!

扬中市 ３３３
!!!!!!!!!!!!!!!!!!

丹徒区 ３３４
!!!!!!!!!!!!!!!!!!

丹阳市 ３３６
!!!!!!!!!!!!!!!!!!

句容市 ３３７
!!!!!!!!!!!!!!!!!!

泰州市

　综述 ３４０
!!!!!!!!!!!!!!!!!!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 ３４２
!!

海陵区 ３４２
!!!!!!!!!!!!!!!!!!

高港区 ３４３
!!!!!!!!!!!!!!!!!!

姜堰区 ３４５
!!!!!!!!!!!!!!!!!!

医药高新区 ３４７
!!!!!!!!!!!!!!!!

兴化市 ３４７
!!!!!!!!!!!!!!!!!!

靖江市 ３４８
!!!!!!!!!!!!!!!!!!

泰兴市 ３４９
!!!!!!!!!!!!!!!!!!

宿迁市

　综述 ３５２
!!!!!!!!!!!!!!!!!!

宿城区 ３５３
!!!!!!!!!!!!!!!!!!

宿豫区 ３５４
!!!!!!!!!!!!!!!!!!

沭阳县 ３５５
!!!!!!!!!!!!!!!!!!

泗阳县 ３５６
!!!!!!!!!!!!!!!!!!

泗洪县 ３５７
!!!!!!!!!!!!!!!!!!

·驻江苏部队卫生计生工作·

南京军区 ３５９
!!!!!!!!!!!!!!!!!

东部战区空军 ３６０
!!!!!!!!!!!!!!!

江苏省军区 ３６１
!!!!!!!!!!!!!!!!

武警江苏总队 ３６２
!!!!!!!!!!!!!!!

·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江苏省医学会 ３６４
!!!!!!!!!!!!!!!

　江苏省医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会议情况 ３６５
!!!!!

　江苏省医学会２０１６年继续医学教育、科普活动

统计 ３６８
!!!!!!!!!!!!!!!!!

江苏省护理学会 ３７２
!!!!!!!!!!!!!!

江苏省医院协会 ３７３
!!!!!!!!!!!!!!

　江苏省医院协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继续教育

培训情况 ３７４
!!!!!!!!!!!!!!!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针灸学会 ３７６
!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中医药

继续教育项目 ３７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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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

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３７９
!!!!!!!!!!

　江苏省针灸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中医药

继续教育项目 ３８１
!!!!!!!!!!!!!

江苏省医师协会 ３８１
!!!!!!!!!!!!!!

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 ３８２
!!!!!!!!!!!!

江苏省计划生育协会 ３８３
!!!!!!!!!!!!

·卫生计生界人物·

省、市卫生计生系统 ３８４
!!!!!!!!!!!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江苏省中医药局） ３８４
!!!!

　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医疗卫生计生单位 ３８５
!!!!

　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局），县（市、区）以上

卫生计生单位 ３８６
!!!!!!!!!!!!!

　南京市 ３８６
!!!!!!!!!!!!!!!!!

　无锡市 ３８７
!!!!!!!!!!!!!!!!!

　徐州市 ３８９
!!!!!!!!!!!!!!!!!

　常州市 ３９１
!!!!!!!!!!!!!!!!!

　苏州市 ３９２
!!!!!!!!!!!!!!!!!

　南通市 ３９５
!!!!!!!!!!!!!!!!!

　连云港市 ３９６
!!!!!!!!!!!!!!!!

　淮安市 ３９８
!!!!!!!!!!!!!!!!!

　盐城市 ３９９
!!!!!!!!!!!!!!!!!

　扬州市 ４０１
!!!!!!!!!!!!!!!!!

　镇江市 ４０３
!!!!!!!!!!!!!!!!!

　泰州市 ４０４
!!!!!!!!!!!!!!!!!

　宿迁市 ４０５
!!!!!!!!!!!!!!!!!

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 ４０６
!!!!!!!!!!!

　江苏省医学会 ４０６
!!!!!!!!!!!!!!

　江苏省护理学会 ４０６
!!!!!!!!!!!!!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针灸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康复医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卫生经济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口腔医学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医院协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医师协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基层卫生协会 ４０７
!!!!!!!!!!!

　江苏省地方病协会 ４０７
!!!!!!!!!!!!

　江苏省防痨协会 ４０７
!!!!!!!!!!!!!

　江苏省麻风防治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输血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药师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抗癫痫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卫生监督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卫生统计研究会 ４０８
!!!!!!!!!!

　江苏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４０８
!!!!!!!!!

　江苏省人口学会 ４０８
!!!!!!!!!!!!!

　江苏省计划生育研究会 ４０８
!!!!!!!!!!

　江苏省计划生育协会 ４０８
!!!!!!!!!!!

驻江苏部队卫生系统 ４０８
!!!!!!!!!!!

·卫生计生统计·

卫生资源 ４０９
!!!!!!!!!!!!!!!!!

医疗服务 ４１１
!!!!!!!!!!!!!!!!!

基层卫生 ４１２
!!!!!!!!!!!!!!!!!

中医服务 ４１３
!!!!!!!!!!!!!!!!!

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４１４
!!!!!!!!!!!!

爱国卫生 ４１７
!!!!!!!!!!!!!!!!!

妇幼卫生 ４１７
!!!!!!!!!!!!!!!!!

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 ４１８
!!!!!!!!!!!!

无偿献血及采供血 ４１８
!!!!!!!!!!!!!

医疗卫生机构支出与资产 ４１８
!!!!!!!!!!

患者医药费用 ４１９
!!!!!!!!!!!!!!!

计划生育 ４１９
!!!!!!!!!!!!!!!!!

２０１６年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人员数 ４２０
!!!!!!

２０１６年按城乡、经济类型、主办单位分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数 ４２１
!!!!!!!!!!!!!!!

２０１６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床位、人员数 ４２２
!!!!

２０１６年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４２３
!!!!!!!

２０１６年各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床位及每千

　人口拥有数 ４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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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各地区村卫生室基本情况 ４２５
!!!!!!!

２０１６年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服务情况 ４２６
!!!!!!

２０１６年分地区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服务情况 ４２７
!!!

２０１６年医疗卫生机构住院服务情况 ４２８
!!!!!!

２０１６年分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住院服务情况 ４２９
!!!

２０１６年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用情况 ４３０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各地区医院病床使用情况 ４３１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综合医院工作效率 ４３２
!!!!!!!

２０１６年各地区医院医生人均担负工作量 ４３２
!!!!

２０１６年医疗卫生机构资产与负债（按经济类型、

　主办单位、地区分） ４３３
!!!!!!!!!!!!

２０１６年医疗卫生机构收入与支出（按经济类型、

　主办单位、地区分） ４３４
!!!!!!!!!!!!

２０１６年各地区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人均

　医疗费用 ４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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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重要会议报告

在全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
推进会上的讲话（摘要）

副省长　张　雷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３日）

一、认真总结综合医改试点工作的成绩与经验

省级综合医改试点启动实施到现在已有一年多，各

地、各有关部门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积极行动，上下

联动，扎实推进，付出了极大努力，实现了良好开局。一

是政策框架基本形成。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框架下，省有

关部门集中力量研究制定了４０多个政策文件，把主要
改革举措推了出来，有不少创新和突破。各地也结合实

际，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综合医改的政策框架

体系。二是重点改革破冰前行。最具代表性的是，去年

１０月底全省城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
疗服务价格。这项工作牵涉面很广、难度很大，各地全

力以赴推进，编制、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卫生计生、价格、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协同作战，做了大

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有力保证了改革举措平稳落地。目

前，全省城市公立医院运行平稳，实现了“两升两降两

持平”，迈出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关键步伐。三是各

项工作统筹推进。强化全民医保制度建设，全面实施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推进支付方式改革，职工医保、居民医

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

８４．２％、７２％、７６．５％。巩固完善基层机构运行新机制，
推进个性化签约服务和家庭医生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得到加强。强化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基层诊疗人次已

占诊疗总数的６０％。制定实施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方
案，积极稳妥推进药品采购供应改革。实施“三个一”

工程，卫生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与此同时，公共卫生

计生服务均等化、鼓励支持社会办医等工作也都积极向

前推进，全省综合医改试点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

效。去年，刘延东副总理亲临江苏视察，国家卫生计生

委李斌主任３次来我省调研，对我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万事开头难，面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全省医改战线的同志们再苦不叫苦，再难不畏难，奉献

了开拓创新的智慧，付出了辛勤工作的汗水。在此，我

代表省政府，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所有为医改作

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回首医改试点开局之

年，成绩来之不易，实践的过程更令人感怀。在一年多

的开创性工作中，探索形成了一些成功做法，为今后推

进医改试点积累了经验。一是必须强化“试点”这个责

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推进机制。为确保改革试点顺利

推进，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书记、省长亲自

任组长，各地也建立相应组织领导体系，层层签订目标

责任书。对一些重点难点改革，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

自协调，分管领导全力推进，有力推动了试点工作的落

实。二是必须坚持“综合”这个定位，在“三医”联动中

协调配套推进改革。医改越深入，整体性、协同性要求

越高。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综合医改的要义，坚持“三

医”联动、政策联动，协调配套推进。为破除公立医院

“以药补医”机制，我省实行取消药品加成、增加政府投

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完善药品采

购、创新人事薪酬制度、加强医院管理考核和医疗服务

行为监管等“八个同步”，南京地区还建立了省、市、部

队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不同隶属关系的公立医院改

革。三是必须抓住“机制”这个核心，把增投入与转机

制紧密结合起来。医改的核心是建机制。强化公益性、

破除逐利机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加大投入。省和各

地建立财政投入保障机制。２０１５年，省级一般公共预
算医疗卫生支出比上年增长２２．１％，今年的预算安排又
比去年增长２２．３％，各地的政府卫生投入也有较大幅度
增长。增加的卫生投入，主要用于转机制、建机制，努力

做到以投入换机制。这些是从宏观层面归纳的几条，各

地、各部门在推进医改中也有不少好做法。对这些好经

验、好做法，要及时总结、认真坚持，用以指导和推进今

后的医改工作。总结医改试点工作，我们要肯定成绩、

坚定信心。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还是初步的，改革的任

务还很艰巨。一是各地工作进展不够平衡。部分地区

推进改革的主动性还不够强，一些改革政策有待落地，

一些改革举措还没有收到明显成效。二是转机制、建机

制的任务还很繁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尚不完善，适应

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还未真正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有待加快推进。三是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一些结构性难

题有待破解。优质医疗资源还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基层

服务能力不强、人才短缺的矛盾仍很突出，城市大医院

人满为患、基层机构吸引力不强的现状亟须改善，等等。



这些都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努力破解。

二、今年要成为综合医改的落实年和突破年

关于医改工作的重要性，大家都是分管或直接从事

这项工作的，都很清楚。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当前综合医

改试点工作面临的形势。首先，从改革试点肩负的责任

看。中央对医改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

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李克强总理十分关心医

改，４月６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２０１６年医改重点
任务。今年以来，刘延东副总理先后３次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部署医改试点工作。江苏是首批综合医改试点

省，肩负着为全国医改探路的重任，目前第二批试点的

４个省市正在启动，中央领导多次对我省提出率先要
求。医改试点的阶段性目标任务设定是三年，今年是第

二年，也是关键一年，如果不在今年把主要任务完成，三

年行动计划很可能实现不了。医改试点是中央交给我

们的政治任务，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前进，没有退路，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其次，从省委、省政

府的要求看。刚才，传达了省医改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罗书记指出，把医改作为“推动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

的重中之重，是省委、省政府的既定部署，要一年接着一

年干，务求必成。对今年的医改工作，罗书记强调，要把

握医改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医改执行力，着力在重

点、难点和关节点上取得突破。石省长强调，要认清形

势、坚定信心，把握要求、扎实推进，积极探索、攻坚克

难，强化责任、狠抓落实，确保改革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省委、省政府对今年医改工作的要求很明确，就是

要抓落实、求突破，使今年成为综合医改试点的落实年

和突破年，各地各部门要把握好这个目标定位。第三，

从综合医改推进的进程看。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

入，医改真正进入了深水区。去年，公立医院全面取消

药品加成，使过去围绕“以药补医”形成的旧机制难以

运行下去，迫切需要建立新机制取代旧机制，也形成了

倒逼压力。如果价格动态调整、财政投入、药品采购、医

保支付和人事薪酬等综合配套改革不及时跟进，新机制

建设滞后，错过了这个机制转换的最佳时期，医疗卫生

机构运行就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增加的投入不仅起

不到应有的激励和引导作用，相反还会固化旧机制下的

利益格局，为今后改革增加阻力和难度。改革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抓住机遇、强力推进，许多难题

就可得到及时破解，转机制、建机制就能迈出更大步伐。

但如果松劲懈怠、畏难不前，不能有效突破难点，医改就

可能陷入停顿，已有成果也难以巩固甚至付之东流。在

这个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勇于担当、趁热打铁、攻坚克

难，确保改革持续推进，取得预期成效。根据国家部署，

结合我省实际，今年全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要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的明确要

求，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坚持“三医”联动，立足东部省份特点，从供方和需方两

端发力，着力抓好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改革，突出重

点，统筹推进，全力打好医改攻坚战，加快推进健康江苏

建设，努力使医改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推进

今年的医改工作，要切实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

沿着既定方向，在政策落地上下工夫。政策千条万条，

不干等于白条。去年我们花了很大工夫，把医改的主要

政策制定出来了，政策框架有了，但配套、细化、落实还

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还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抓紧落

实，其他地方把我们文件拿回去实施了，经验就成了人

家的。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立足于抓早、抓紧，倒排时间

进度，扎扎实实地抓，一着不让地抓，使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在难点突破上下功夫。改

革不是为改而改，医改的目的是要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存

在的矛盾和问题。医改作为世界性难题，目前不少方面

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比较、择

优。要密切跟踪改革进程，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列出

问题清单，排出改革难点，一项一项研究，把问题分析

透，把思路理清楚。对具备条件、看得准的，要集中力量

攻坚突破；对暂时把握不准或一时难以推开的，可以选

择部分单位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开。要尊重基

层首创精神，鼓励引导基层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努力形

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三是改革发展同

向，在增强获得感上下功夫。医改的效果好不好，群众

说了算，要将群众的实际感受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根本

标准。在“三医”联动推进医改的同时，要统筹医疗卫

生改革与发展，把增投入、建体系与调结构、转机制更好

地结合起来，把医疗卫生机构规划布局好、医疗资源配

置好、人才队伍培养好，同时要花大力气强化医疗行为

监管和服务改进，使改革红利得到充分释放，让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

三、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医改推向深入

今天的会上，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了今年医改目

标责任书，分解了各项任务。各地、各部门要紧密结合

实际，精准发力、深处着力，围绕重点难点，深化改革探

索，全力攻坚突破。

（一）着力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这是医改试点

的重中之重。前一阶段的公立医院改革，主要是围绕取

消药品加成而展开的，直接的效果是医药费用的结构性

变化，群众的当期受益感受还不太明显，但这是关键的

一步，对实现转变机制、规范行为、控制费用的目标至关

重要。今年，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落实“八个同步”，配

套协调地推进改革，切实改善群众的看病就医感受。管

理体制改革方面，要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要

求，推动各级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实质性运作，探索建

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院长负责制，加快建立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方面，要全面推开编制备

案管理，制定备案管理人员建立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

在总结先行先试地区经验基础上，制定公立医院薪酬制

度改革实施意见和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建立与岗位

职责和业绩相联系的分配激励机制，凸显医务人员技术

劳务价值，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政府投入方面，要在

取消药品加成、逐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同时，落实

好政府６大项投入政策，加快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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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化解经核定的公立医院长期性债务。药品采购供

应改革方面，要积极稳妥实施新一轮采购方案，省市联

动，带量采购，量价挂钩，招采合一，保障药品质量，降低

药品价格，让群众更多受益，也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腾

出空间。同时，积极推动药品流通改革，进一步提升药

品现代化物流水平，规范药品采供行为。价格改革方

面，要对先期实施的医药价格改革政策进行评估，研究

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包括检验检查价格动态调整和管理

办法，建立以合理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

务价格形成机制。医疗机构和服务行为监管方面，省有

关部门和各市县都要高度重视，要着力强化对医疗机构

的绩效考核、财务管理、收费管理、成本管理，花大力气

推动医院改善服务，切实把医疗费用（包括个人自费项

目）控制好、服务质量提上去。在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

同时，要认真落实鼓励引导社会办医政策，促进医师多

点执业，加快形成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良性竞争、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进一步加强全民医保制度建设。在已形成的

全民医保制度框架下，抓整合、兜底线、提质量。抓整

合，就是按照中央部署，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实

现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

基金管理等“六统一”。省有关政策文件出台前，各地

要摸清底数，梳理在整合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做

好政策储备和工作预案。兜底线，主要是守住基本保障

和基金安全两个“底线”。稳步提高基本医保水平，今

年全省城乡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最低标准提高到４２５元
以上。健全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做好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等方面的衔接，筑牢医疗保障

网底。同时，要加强基金管理，强化总额控制，全面推行

智能监控，切实做到当期收支平衡，既不能有过多结余，

也要防止基金“穿底”。提质量，重点是深化支付方式

改革、强化医保管理服务。建立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

人头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复合型付费方式，逐步减

少按项目付费。支付方式改革要与加强临床路径管理

相结合，提高实施临床路径管理病例数占出院病例总数

的比重，同步扩大按病种付费的病种数和住院患者按病

种付费的覆盖面，今年各市实施按病种结算的病种数要

达到１００个以上。着力抓好异地就医联网平台建设，努
力做到“省内无障碍、省外有渠道”，方便群众看病

就医。

（三）巩固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坚持不懈强基

层，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一是深化基层综合改革，合理调整基层机构医疗服务价

格，完善基层机构绩效工资制度和财政补助办法，实行

核定任务与定额补助挂钩、适时动态调整，切实做到

“政府补偿到位、绩效考核到位”，鼓励基层医务人员多

看病、服务好。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省财

政扶持６６０个基层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装备，年内
建成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５０个、示范村卫生室２００个。
三是狠抓基层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免费培养和基层卫生人才“百千万”提升计划，开

展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骨干医师遴选计划，探索“县

管乡用”等模式。四是强化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绩

效管理，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５０元以上，
提升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水平。

（四）加快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看似在

“分”，实质在“整”，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引导建立合理

就医流向。一要转变基层机构服务模式，促进基层首

诊。全面推进城乡居民个性化契约服务，以６５岁以上
老年人、孕产妇和儿童等为重点，今年所有县（市、区）

要全面推进乡村医生签约服务，８５％以上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要实施家庭医生制度。二要推进医疗资源纵向

整合，促进双向转诊。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全面推

行市区一体化、县乡村一体化改革，以信息化手段为支

撑，促进医疗服务资源共享。制定完善双向转诊制度规

范，建立二三级医院与基层机构的便捷转诊通道，同时

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增强“上转”和“下转”的动力。三

要强化医保和价格等政策引导，促进分级诊疗。按照医

院不同等级，合理确定慢性病治疗、康复和护理医疗服

务价格梯度。实施差别化的医保报销比例和起付线政

策，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引导参保群众在基层

就诊。

（五）更大力度打造智慧健康。实施“智慧健康服

务工程”，加快省、市、县健康信息平台升级改造，完善

电子健康档案等数据库，提高业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和务实应用水平，努力使每个家庭有１名家庭医生、每
个居民有１份电子健康档案和１张居民健康卡。积极
推进“互联网＋健康”服务，开展远程医疗、预约诊疗、
疾病管理等业务应用，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健康

服务。

四、在强化统筹协调中不断提升医改执行力

医改的实践表明，再大再难的事，只要领导重视，下

决心认真抓，就能抓出成效。今年医改的任务重、要求

高，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抓好组织实

施。一要层层落实责任。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继续

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全力抓，既要抓宏观决

策，也要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重视强化医

疗卫生机构管理者的责任，让院长担当起来，把医务人

员积极性调动起来。二要强化部门协作。医改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要相互理解支持，加强协作配合，对一些

改革举措，不能仅仅说“行”还是“不行”，而要积极出主

意、想办法、有实招。各级医改办要加强组织协调，遇事

多沟通、多商量。三要保障资金投入。现在各级财政压

力都比较大，该省的一定要省，但该花的也一定要花，要

按照相对集中力量、集中资源的要求，把医改投入作为

优先领域予以重点保障。同时，要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

考核，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要营造良好环境。坚持正

确舆论导向，客观宣传医改成效，做好政策解读，传递改

革正能量。要着眼于促进医患和谐，建立完善医患纠纷

调解新机制。要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使群众认识到医改

是逐步向前推进的，实现效果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争

取各方面理解支持。推进综合医改试点，关系全局，责

·３·重要会议报告



任重大。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坚定信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确保按时高质量完

成各项任务，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建设“强富美

高”新江苏做出积极贡献！

在全省计划生育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副省长　张　雷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３日）

一、统一思想，深入贯彻中央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

决策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站在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人口和经济社

会发展规律，审时度势，科学决策，作出了坚持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的战略部署，先后启动实施了单独两孩政策和全面两孩

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项工作关系全局、关系长

远、关系千家万户，要作为战略谋划。我们要认真学习

领会中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

一要充分认识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中

央《决定》明确指出，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从江苏情况看，我省是最早全面推行计划生

育的省份之一，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坚定不移落实计

划生育基本国策，强化目标责任制管理，人口过快增长

得到有效控制，低生育水平长期保持稳定。“十二五”

期间，各地坚持改革创新，强化服务管理，统筹解决人口

问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一是单

独两孩政策平稳实施。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全省共有
７６２７１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政策实施平稳，社
会和群众反响良好。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成

效明显。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６２４下
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１１６８。三是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所有县（市、区）均获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先进单位称号，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统筹的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全覆盖。四是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机制

进一步健全。全面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特别扶助制度、手术并发症特别扶助制度，独生子女

父母年老奖励政策实现全员全覆盖。做好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完善计生特殊家庭养老机制，取

得了良好社会效应。总的看，实行计划生育４０多年来，
全省累计少生４０００多万人，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
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人口素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

提高，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回顾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我们要充分

肯定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实践中积

累的宝贵经验，坚持从战略全局出发，扎实做好新时期

计划生育工作。

二要充分认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意义。生

育政策是人口政策的核心，需要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二

五”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

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开始

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群众生育观念发生重大转

变，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与全国一

样，我省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户籍劳动力人口

持续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一些结构性、区域

性、长期性问题逐步显现。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启动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适当提升生育水平，有利于解决我

省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改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

化速度，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

我们要充分认识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把人口发展

的新变化、科学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紧密

结合起来，扎实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要充分认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性长

期性。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

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

总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越来越

大。我省是人口大省，人口密度居全国各省区之首，人

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

境的紧张关系依然突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人口大省向

人力资源强省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深刻认识计划生育

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立足国情省情，认真贯彻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总量和结构的关系，调

控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最大限度发

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四要充分认识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迫切

要求。中央《决定》的题目中有两个要义，一个是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一个是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原来围绕独生子女政策形成的

一系列计划生育工作思路、方式、手段，需要根据新情

况新要求而转变。在服务管理方面，要统筹卫生和计

生资源，更加注重宣传倡导、服务关怀、政策引导和依

法行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家庭发展方面，要重视

支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特别要精准帮扶存在特殊困

难的计划生育家庭。在综合治理方面，要充分发挥各

相关部门、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从主要依

靠行政手段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转变。总之，

我们要全面准确理解中央关于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

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创造良好人口环境”这个着眼点；坚决防止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对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否定的错误

认识，对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坚决防

止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不再搞了的

错误认识，对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保持足够定力；坚

决防止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计划生育工作可有可无的

错误认识，对创新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有更大力度，以法

治思维、创新精神和务实作风，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落实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使计划生

·４·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育更好地惠及千家万户。

二、突出重点，全面落实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各项

任务

“十三五”时期，全省计划生育工作要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定》要求，以增进家庭和谐幸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为主线，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持体系

和治理机制综合改革，努力实现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结

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口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目标是：稳定适度低

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５‰左右，出生人口
素质明显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制度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较为完善，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实现均等化，覆盖城乡、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妇

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率先实现人人享

有优质的计划生育服务。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法治引领，依法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全国统
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今年３月３０日，省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要求，把这项

惠民生、利长远的政策落实好、实施好。一要完善配套

政策措施。我省条例重点修改了与全面两孩政策直接

相关的配套政策，调整完善了有关生育政策、奖励保障

政策及生育服务管理配套政策等重点内容。要坚持法

治思维，及时修订完善有利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增进妇幼健康、促进家庭发展等相关配

套政策措施，进一步构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法制支持

体系。二要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各地要全面分析本地

人口形势，认真梳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风险和问题，重点针对生育水平上升、公共服务压力、

舆情信访等方面制定风险防控预案，落实防控措施，明

确相关部门的任务分工，确保政策平稳落地，生育水平

不出现大幅度波动。三要妥善做好政策衔接。要加强

政策解读，做好宣传培训，统一政策口径，严格工作程

序。认真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实施配套政策规定，妥善做

好政策调整前后各项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特别是要认

真处理好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和社会抚养费征收政

策的衔接问题，维护社会稳定。要强化依法管理，加强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严格控制政策外多孩生育，规

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维护良好生育秩序。

（二）坚持创新发展，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主要抓好四个环节：一是改革生育服务管理制度。推进

简政便民，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两个及两个

以内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改进

再婚病残等特殊情形再生育管理，全面推行婚育承诺

制，认真落实首接责任制、信息公开制，大力推进网上办

事，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二是加强出生人口监

测。加强人口变动情况调查，建立出生人口监测和预警

机制。推进户籍管理、婚姻、人口健康、教育、社会保障

等信息共享，及时把握出生人口动态。要运用监测结

果，准确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改进工作。三是强化

基层基础工作。完善宣传倡导、依法管理、优质服务、政

策推动、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长效工作机制。加快推进

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改革，统筹卫生、计生资源，稳定和加

强县乡计划生育网络和队伍建设，妥善解决好村级计划

生育专干报酬待遇、养老保障等问题，确保基层有人管

事、有钱办事、照章理事。同时，切实加强基层计生协会

建设。四是落实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将流动人口纳入

城镇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范围，全面落实国家规定的

免费卫生计生服务项目。巩固完善流动人口信息互通、

服务互补、管理互动的“一盘棋”工作机制。推进网上

信息核查和共享，做好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生育登记服

务。实施流动人口健康促进行动计划，落实留守儿童健

康促进等项目，开展关怀关爱工作，促进流动人口社会

融合。

（三）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把提高妇幼健康能力、服务计划生育家庭、实现人人享

有生殖健康服务作为工作重心，加强妇幼保健和产儿科

临床服务供给能力建设。一要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推进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加

强妇幼健康机构标准化建设，尽快实现每个市、县都有

政府办妇幼保健机构。加强省、市两级危重孕产妇和新

生儿急救中心建设，建成省、市、县、乡四级急救绿色通

道，切实保障母婴安全。二要推进分级诊疗服务。扩大

分级服务项目范围，引导孕产妇合理选择助产服务机

构。深化区域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建设，逐步形成分工

协作、上下联动的服务格局。三要推进优生优育全程服

务。落实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推进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城乡全覆盖，加强孕产期保健服务和出生缺陷综

合防治，加强生育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

（四）坚持统筹推进，构建比较完备的政策支持和

服务体系。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考虑方方面面的工作，

强化相关政策和服务，综合配套地抓好工作落实。一是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按照“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后的政

策衔接，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完善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制度，实行扶助标准动态调

整，加大对存在特殊困难计划生育家庭的帮扶力度。二

是努力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要根据生育服务需求

和人口变动情况，坚持政府主导，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合

理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

资源，不断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三是增强家庭抚幼和养

老功能。建立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家庭发展政

策，依法落实延长生育假等福利待遇，广泛开展创建幸

福家庭活动和新家庭计划，增强社区幼儿照料、托老日

间照料和居家养老等服务功能，推进医疗保健与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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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融合发展。四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深入开展关爱

女孩行动，创造有利于女孩成长成才的社会环境。综合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依法严厉打击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重

点项目县（市）和省际交界地区要整合相关力量，加强

案件查处联合执法和部门联动，确保“十三五”期末出

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

三、精心组织，为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为贯彻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的意见》，省也将制定相关意见。各地、各部门要把计

划生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完善和落实好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这项工

作列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社会管理和改善民

生总体部署，加强政策统筹、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建立

健全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党政一把手亲

自抓、负总责，完善各级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

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加强考核监督，严格执行“一票

否决”，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深入开展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及全省人口协调发展

先进县（市、区）创建，在创先争优中不断提高计划生育

工作水平。

（二）加强协同治理。建立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

人口发展影响评估机制，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计划

生育政策有效衔接，健全各部门执法配合、政策衔接、信

息共享的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机制。发展改革、卫生

计生部门要做好计划生育、妇幼健康等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教育部门要提早规划布局，统筹

教育资源配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落实好产假、

生育费用保障等待遇，支持妇女平等就业；财政部门要

加大投入，落实好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助政策以

及加强妇幼健康和托幼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等所需经费。

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计划生育协会等

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协

同，提高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能力。

（三）加强宣传引导。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全面做

好政策解读，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倡导按政策、负

责任、有计划生育的理念，普及优生优育优教知识。加

强舆情监测，防止负面炒作。要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

法，宣传计划生育先进典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营造支

持政策落实和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

在全省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暨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会上

的讲话（摘要）
副省长　张　雷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８日）

一、综合医改试点工作要不断出实招、求突破

我省被国家列为综合医改试点已有一年半时间，各

地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对照改革

试点的目标，对照为全国医改探路的要求，任务还很艰

巨。去年，我们下大力气，建立了改革试点的基本政策

框架。今年是综合医改的落实年和突破年，４月份省政
府已召开会议对全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医改的任

务十分繁重，必须抓住重点，一个一个加以突破，不断出

实招、见实效。今天，我们以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为主题，召开这次现场推进会，主要基于这么几个

方面考虑：

首先，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综合医改试

点的重要突破口。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配置医疗

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对于

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医药卫生事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从中央部署要求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明确提出“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

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中央深改组第１１次会议、第２３
次会议先后进行了研究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刘

延东副总理多次强调，分级诊疗是建设中国特色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的关键。从缓解群众看病就医矛盾的现实

需要看，城市大医院患者扎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利用

不足，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

构建分级诊疗模式、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起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就医秩序，这样既可以方便群

众看病就医，也有利于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正

如有些医改专家所言，某种程度上，分级诊疗体系和家

庭医生制度完善之时就是医改成功之时。我们要牢牢

抓住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个“牛鼻子”，聚

焦重点，精准发力，推动医改取得新突破。

第二，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经验做法需

要尽快复制推广。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紧紧围绕强基

层，扎实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积极构

建分级分工的服务新体系。一是分级诊疗制度框架基

本建立。省医改领导小组出台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的意见，省有关部门也制定一系列配套文件，明确了相

关政策措施。二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每个县（市）均有１所以上水平较高的县级医院，９０％
以上的基层机构拥有２名全科医生，并建成一批省级示
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基层特色科室。三是基层服

务模式加快转变。在农村全面推开乡村医生个性化签

约服务，在城市加快推进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目

前，全省城乡个性化签约服务覆盖 ５４０万户、１４６０万
人。在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践中，基

层有不少好的做法，服务体系的重构、服务模式的转变、

医保制度的协同、价格政策的完善等方面都探索出了有

效的方法路径。为尽快提升综合医改成效，我们要抓紧

复制推广这些成功经验，以点带面、乘势而上，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强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全面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第三，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过程中的

探索创新精神必须大力弘扬。医改是世界性难题，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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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改试点，一方面省级层面要加强整体设计，制定

政策框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市县要积极探索实

践，趟出工作路子。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得

好的地方，之所以能取得积极成效，关键就在于结合实

际进行了探索创新。有的统筹解决基层机构服务能力

和服务模式不适应的问题，有效引导了群众到基层就

诊；有的探索提供差异性服务、分类签约、有偿签约等多

种签约服务形式，提高了签约覆盖面；有的强化医保支

付和收入分配制度等的协同配套，增强了基层机构和家

庭医生多服务、优服务的动力。我们召开这次现场会，

就是要大力弘扬这种敢为人先、大胆探索的精神，就是

要大力推广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法，就是要大力发挥典

型示范、典型引路的作用，推动各地进一步增强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地推进改革，确保综合医改试点取得预

期成效。

二、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关键要推动资源下沉、打好

组合拳

分级诊疗看似在分、实质在整，要立足于资源整合、

做强基层，让“大医院放得下、基层机构接得住、群众信

得过”。要以强基层为重点，完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

推进各层级医疗卫生机构诊疗、康复功能的有机整合与

协同，有效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的下沉，逐步实现

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到

２０１７年，力争使县（市）域内就诊率提高到９０％，各省
辖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及住院服务量占比显著

提高。

一是调结构，不断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要

按照有序发展增量、合理调整存量的原则，统筹城乡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新增医疗卫生资

源重点投向农村和城市社区。通过行政管理、财政投

入、绩效考核、医保支付等激励约束措施，引导各级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落实功能定位，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级分工

协作机制。要适应群众需求，大力发展资源紧缺的儿

童、精神、传染病等专科医疗机构，以及康复、护理、临终

关怀等慢性病长期照护机构。要控制三级综合医院数

量和规模，建立以病种结构、服务辐射范围、工作效率等

为核心的公立医院床位调控机制，严控医院床位规模不

合理扩张。同时，逐步减少三级公立医院的常见病、多

发病普通门诊，有效分流慢性病患者。

二是补短板，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

立分级诊疗制度最大的短板是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群众

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因此，要着力补齐短板，强化

以医疗水平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努力把更多患者留在基

层。要加大对基层的投入，大力开展“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建设活动，实施社区卫生服务提升工程，推进

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改善服务条件。

要把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深入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全

面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并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改革完善基层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建立自主灵活的

用人机制，拓宽基层医务人员职业发展空间，探索“县

管乡用”等模式，推进多点执业，促进更多人才向基层

流动。要着力提升技术水平，在坚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支持基层机构合理拓展医疗服务范

围，城乡联动培育基层特色科室，形成品牌效应，增强运

行活力。

三是促联动，大力推进城乡医疗卫生机构纵向联

合。分级诊疗体系是上下有序衔接的体系，需要二三级

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合作、协调互动。要有序

推进医联体建设，建立合理补偿机制，统一诊疗规范，积

极推动人员、技术、物资等在医联体内部流动，发挥集成

效应。探索实施县乡村医疗服务体系一体化改革，建立

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推进区域医疗资

源共享，整合二级以上医院现有检查检验、消毒供应中

心等资源，向基层机构开放，并积极推进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完善双向转诊制度规范，建立二三级医院与基层

机构的便捷转诊通道，在上转患者的同时，重点促进上

级医院按规定将患者下转。

三、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既要看进度、更要重

实效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紧密相连。

前不久，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委印发了《关于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到２０１７年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覆盖率达到３０％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
率达到６０％以上。省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抓紧制定
我省的实施意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核心是建立

“健康守门人”制度，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就

医秩序。这项工作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群众认可是评

判签约服务成效的最终标准，一定要以到位的服务，为

签约对象解决好健康问题，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确

保可持续发展。

一要优化签约服务项目内容。家庭医生及其团队

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服

务。各地要从便民利民的角度出发，针对群众的健康

需求，充分挖掘基层机构现有服务潜力，梳理出一批适

合基层医生开展的服务项目，形成若干个性化服务包，

供群众自主选择。前些年，有的地方将签约服务的重

点放在公共卫生上，当前要以医疗服务为切入点，调整

充实签约服务内容，并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充分

融入其中，主动提供综合、连续、协同的基本医疗和公

共卫生服务，更好地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签约服务要

优先覆盖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人群，以及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要

坚持循序渐进，把这些重点人群乐于接受、确有效果的

服务项目首先做实、做到位，在此基础上再持续优化签

约服务内容。

二要强化签约服务技术支撑。签约服务是一项涉

及多方资源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承担签约服务的主体责任，在工作推进中要立足现有条

件、用好现有资源。二三级医院要加强与基层机构的对

接，在疾病诊断、专业治疗、特殊病种指导等方面发挥主

力军作用，并引导居民在与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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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选择一所二级医院、一所三级医院，建立“１＋１＋
１”的组合签约服务模式。各级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在
疾病预防、技术指导、健康评估等方面发挥技术保障作

用，构筑基层机构、医院、专业公卫机构三位一体的服务

格局。要赋予签约医生更多可调配的资源，二三级医院

要统筹安排专科专家门诊号源，提前提供给基层机构使

用，落实签约服务转诊对象优先预约、优先就诊、优先检

查、优先住院等便利措施，引导城乡居民优先利用签约

医生诊疗服务，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依

从度。

三要加强签约服务绩效考核。健全签约服务管理

规范，明确签约医生对居民的服务责任、服务范围与目

标要求，建立以签约服务质量、健康管理效果、签约居民

基层就诊比例等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定期评价考核，考

核结果向社会公开，并与经费拨付、收入分配等紧密挂

钩。要畅通公众监督渠道，注重以签约居民为主体的反

馈评价，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和居民选择家庭医生

的重要参考。要建立定期督导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出现

的问题和困难，并加强监测、评估、培训等工作。要广泛

宣传签约服务的政策和内容，宣传家庭医生先进典型，

增强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重、信任、支持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的良好氛围。

四、强化对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

支持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有力有序推进。分级

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必须坚

持“三医”联动，强化内在激励和外部支撑。卫生计生、

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价格等部门要强化政策支持，

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协同配套的政策措施，对已有政策要

坚决落实到位，绝不允许打折扣。要通过政策鼓励引

导，为医疗卫生机构添动力，增强对群众的吸引力。

一要充分发挥医保和价格政策的杠杆作用。明确

医保支持的具体政策措施，切实体现向基层签约倾斜，

拉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差距，引导群众主动在

基层首诊或向基层转诊。探索对医联体进行打包支付，

完善医保付费总额控制。逐步扩大基层门诊统筹基金

规模，支持分级诊疗和签约服务开展。积极探索由家庭

医生管理签约居民的医保费用，鼓励各地将基本医保、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财政补助资金等合并打包，采

取按人头付费、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管理。要做好基层

医疗服务价格与公立医院价格综合改革的政策衔接，立

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对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进行重点调整。选择一些适合基层开展的常见病、多

发病手术，实行与县级公立医院同价。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新增个性化及延伸医疗服务项目，按规定程序审核批

准后，实行统一编码管理，本着合理补偿成本的原则，由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或通过基层机构与服务对

象签订合同，按照服务时间、服务次数或服务人数等协

商收取费用，报当地相关部门备案。同时，要合理制定

远程诊疗项目价格。

二要充分发挥财政补助和人事分配政策的激励作

用。建立灵活的投入机制，落实好公立医院对口支援财

政补偿政策，并逐步提高公立医院对口支援人员补助标

准，落实相关保障经费。完善财政补助方式，实行核定

任务与定额补助、适时动态调整的办法，鼓励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提供更多更优服务。全面推行公立医院编制

备案管理制度，综合考虑医联体和医疗集团的床位数、

服务量、服务人口，科学制订公立医院人员配备标准。

各地可根据县级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际，实

行区域内备案人员的控制数额、人员招聘、岗位聘用统

筹管理，重点向基层机构倾斜，促进形成卫生人才下沉、

双向流动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编制数额限制难

以满足医疗卫生业务开展需要的，可采取政府购买岗位

的办法保障工作开展。进一步完善绩效工资政策，适当

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加大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内部绩效工资自主分配力度。进一步采取突破

性政策，对开展签约服务的全科医生，在完成单位本职

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可根据相关协议获取合理报酬。积

极实施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计划，确定为省优秀基层

卫生骨干人才的，可实行协议工资制。

三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撑作用和药品政策的保

障作用。插上信息化的“翅膀”，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才能行稳致远。要深入实施智慧健康服务工

程，加快省市县信息平台和基层信息系统升级改造，以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和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务实

应用为重点，推动大医院与基层机构之间互联互通，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横向联动。药品保障对分级

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十分重要，要加强二级以上医

院与基层机构的用药衔接，允许基层机构按规定扩大药

品配备使用范围，并实行零差率销售，满足患者就诊需

求。充分考虑医联体各成员单位的诊疗特色和辖区群

众的实际需求，在医保药品报销目录范围内，适当增加

基层机构慢性病、多发病及相关专科药物的配备种类，

在医联体内保持一致，适应患者下转需求。扩大签约医

生用药目录品种，对签约的慢性病患者，可酌情延长单

次配药量。同时，要严格执行诊疗规范，坚持合理用药，

保障用药安全。

五、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今年综合医改各项任务落实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２６
次会议时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

力，以真抓促落实、以实干求实效。省委、省政府将今年

作为综合医改的落实年和突破年，要求各地在医改的重

点、难点和关节点上取得突破。我们要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劲头，在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的同时，抓好综合医改其他各项工作的落实。

（一）抓落实要在组织实施上下功夫。医改难，不

仅难在方案制定，更难在组织实施，没有有效的统筹协

调，再好的构想也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现在，医改工

作搞得好的地方，在组织实施方面概括起来就是三句

话：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具体责任落

实到人。如果每个地方都能真正做到这三点，就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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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困难克服不了。市县政府作为深化医改的责任主体，

要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扎扎实实地抓，坚持不懈

地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相互理解支持，

大力协同配合。市县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

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医改上，既要抓宏观决策，

也要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

（二）抓落实要在重点难点上下功夫。这次会议我

们主要部署的是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但公立

医院改革、医保制度建设和药品采购供应机制改革等也

都是重点工作，要一着不让抓紧抓实。要加快构建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

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要扎实推进全民医保

制度建设，整合城乡基本医保制度，深化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要改革完善药品采购供应机制，进一步降低药品

价格，并结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运行评估情况，建立以

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逐步

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

（三）抓落实要在指导帮助上下功夫。不少同志反

映，一些改革基层有呼声，群众也有期盼，但涉及现有政

策的调整和突破。应该说，我省医改相关部门都是积极

参与、支持改革的，都有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开拓创新

精神，都有不少创新和突破。希望保持发扬这些好作

风，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充分相信基层、依靠基

层、放权给基层，积极支持基层进行突破性探索，并及时

总结推广，做到下有所呼、上有所应。省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加强对市县的指导，有针对性地开展本系统、本条

线的培训交流，加强相互借鉴，促进整体推进。要建立

容错纠错机制，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鼓励创新、务

实改革的良好氛围。

在全省卫生计生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主任　王咏红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

一、充分肯定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取得的显
著成绩（略）

二、科学谋划“十三五”时期全省卫生计生工作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基

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决胜时期，也是建设现代医疗卫生

体系、打造健康江苏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全面把握面临

的新形势新要求，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的卫生计

生工作。

（一）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

十一次全会对卫生计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在视察江苏时深刻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五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对卫生

计生事业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提出了“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两项重要任务，

凸显了党和国家对保护群众健康的高度重视。省委十

二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积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

级试点，加快构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努力打造健康江

苏。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国家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产业发

展，提出了新任务。全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

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和政府对卫生计生事业

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上来，努力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的卫

生计生服务，以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

（二）充分认识“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工作面临的

新机遇新挑战。纵观全局，“十三五”时期全省卫生计

生工作既面临十分难得的机遇，又面临非常严峻的挑

战。从经济形势看，“十三五”时期，全省发展仍处于大

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等问题。尽管如此，省委省政府仍然

明确到２０１７年全省各级财政卫生投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
比２０１４年翻一番。这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打造健康
江苏的坚定决心。我们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

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要求，将工作重心放到解决基

本医疗、基本医保、基本药物、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等

方面，让改革的红利更多地惠及千家万户。从群众需求

看，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基本医保制度不断完善，

群众健康需求像井喷一样爆发，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优

质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不科学

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压力空前加大。特别是，全面两孩

政策的实施，将给妇幼健康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带

来新的考验。全省要在扩大增量、做强存量上下大功

夫，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满

足群众多层次健康需求。从改革任务看，省级综合医改

试点各项政策陆续出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取得

重大突破。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艰巨性和复杂性进

一步显现，公立医院科学补偿机制还不完善，适应行业

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正在探索，分级诊疗制度推进需要

加快，对照综合医改试点任务，工作力度必须进一步加

大。我们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加快推进已有政策措

施有效落实，不断探索新的改革措施，促进全省卫生计

生事业健康发展。

（三）准确把握“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工作的总体

要求。“十三五”时期全省卫生计生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的部署，

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保基本、强基层、

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的改革理

念，积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级试点，加快构建现

代医疗卫生体系，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大力推进健

康江苏建设，使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科学、

行业监管更加规范、人口发展更加均衡、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更加成熟，让人民群众获得更高水平的卫生计生服

务，为“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提供有力的健康支

撑。工作中，要“把握一个统领，抓住一个重点，突出两

个抓手”。“把握一个统领”就是以健康江苏建设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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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树立大健康大卫生发展理念，从城乡居民面临的主

要健康问题出发，强化政府职责，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

量参与，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以建设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为重点，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

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改革，构建与人民群

众健康需求相适应、与江苏“两个率先”目标相衔接的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使全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进一步优

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药品供应

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平可及性

进一步增强，医务人员积极性和创造力进一步激发，人

民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突出两个抓手”就是以省

级综合医改试点和完善生育政策为抓手，一方面，加大

改革推进力度，积极探索解决医改难点重点问题的有效

路径和办法，落实好省级层面出台的各项改革政策，力

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努力为全国医改

积累经验、提供示范；另一方面，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婴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

老年人健康等家庭发展支持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计

划生育服务管理，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优

生优育全程服务，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

素质。

三、全力做好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重点工作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建设现代医疗卫

生体系、打造健康江苏的攻坚之年。按照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工作要求，全系统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高起点谋划，精心编制行动纲要和发展规划。

把“十三五”卫生计生发展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

考虑，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规划编制工作，准确把握规

划定位，既立足当前，又谋划长远，从大健康大卫生的高

度出发，突出规划的宏观性、综合性和战略性。要认真

总结“十二五”规划的执行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和面

临挑战，围绕“十三五”卫生计生发展重大问题系统研

究，厘清今后五年的发展思路，谋划好重大政策、重大工

程和重大项目。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集思广益，开

门编规划。省将集中力量编制好“健康中国２０３０”江苏
行动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规划，以及卫生计生资源配置标准等专项规划，

各地要加强衔接，认真编制地方的相关规划，确保年内

全部出台。

（二）突出重点，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

省要集中精力，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省级综

合医改试点取得新突破。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上下功

夫。推动各级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实质运作，理顺各

方权责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院长负责制，加强

公立医院院长培训，逐步推动院长职业化，强化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要制定

人员备案管理的具体措施，对备案制人员探索试行年

薪制等多形式分配方式，实行同岗同酬。在试点基础

上，全面推开薪酬制度改革，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全

面落实好政府６大项投入政策，科学核定、逐步化解公

立医院长期债务。进一步深化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加

强公立医院运行情况监测，完善公立医院价格管理政

策，探索建立以合理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

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妇幼保健机构药品使

用管理政策。在构建分级诊疗制度上下功夫。扩大基

层首诊试点，逐步推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回归功能定

位，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诊疗和规范管理为突破

口，推动分级诊疗制度框架逐步形成。以提升基层能

力为重点，加强医联体建设，在城市全面推行市区一体

化，发展区域性纵向医疗保健联合体或医疗保健集团；

在农村全面推行县乡村一体化改革，推动资源下沉、重

心下移。在支付方式改革上下功夫。新农合全省最低

筹资提高到人均不低于５４５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标
准不低于 ４２５元。各地要大力推广新农合“管办分
开”，力争全省１／３的新农合统筹地区由商业保险机构
经办新农合业务。大力推进新农合按病种付费改革，

调整完善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全面建立新农合

省级联网医院“六统一”管理服务机制，积极开展新农

合药品支付标准制定和试点，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

理增长。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建立医保经办机构

与医疗机构谈判协商机制，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在降低药品价格上下功夫。组织实施新一轮药品集中

采购，实行分类采购和招生产企业、量价挂钩、招采合

一等措施，增强医疗卫生机构在集中采购中的参与度，

保障药品质量和临床供应，降低药品虚高价格，为医疗

服务价格调整腾出空间。在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

行新机制上下功夫。围绕落实省六部门《关于进一步

深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完善基层机构财政补助方式和绩效工资政策，实

行核定任务与定额补助挂钩、适时动态调整，建立绩效

工资总量调控机制，加大内部自主分配力度，保证一线

医疗骨干收入明显增长。创新基层人员编制管理，采

取政府购买岗位等办法保障工作开展。组织开展以全

科医生为主的基层骨干医师遴选计划，提升基层队伍

水平。研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

格政策衔接办法，充分发挥医保支付和价格政策对分

级诊疗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在智慧健康建设上下功

夫。实施“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加快省市县健康信息

平台升级改造，完善全员人口、电子健康档案等５大数
据库，提高６大业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和务实应用水
平。实施“三个一工程”，提升医院信息化建设规范化

水平，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建立规范的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实施“健康

医疗大数据工程”，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试

点示范工作，积极实施“互联网 ＋健康医疗”服务，开
展远程医疗、预约诊疗、疾病管理、线上支付、在线随

访等业务应用。

（三）强化计划生育管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认

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和全国计划生育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做好新时期计划生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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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依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科学制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方案，完善

配套措施，做好政策衔接，加强宣传引导，加强风险防控

和监测预警，强化服务保障。制定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

度，深化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完善宣传倡导、依法

管理、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长效工

作机制。坚持目标管理责任制。准确把握计划生育基

本国策的新内涵、新任务，开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能力

建设，稳定和加强县、乡级计划生育工作力量。命名表

彰“十二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制定落实

“十三五”目标管理责任制指标体系与创建活动，坚持

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提升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

坚持以创促建、项目引领、考评推进，进一步推动幸福家

庭创建深入健康发展。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力度，

全面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惠

政策，破解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兑现难题。巩固出生人

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成果，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依法

严厉打击“两非”行为，进一步加强机构执业规范管理，

促进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进一步下降。

（四）坚持预防为主，提高公共卫生计生服务效能。

强化公共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公共卫生计生服

务供给，提高重大疾病防控水平。实施好基本和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经费

标准提高至５０元以上。大力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补助、农村妇女“两癌”筛查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推动项目覆盖面持续扩大。实施公共卫生项目绩效管

理，加强工作督导培训，强化县区级考核，完善项目资金

管理和支付方式，加强项目宣传，提高居民利用率。全

力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继续

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范

围，建立与流动人口健康需求相适应的均等化运行机

制。深化“一盘棋”工作机制，推进网上信息核查和共

享，做好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生育登记服务。积极开展

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职业病预防、健康管理等健康促

进活动，继续实施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开展关怀关

爱工作，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强重大疾病防控。

持续推进重大疾病防治，保持传染病防控的平稳态势，

年内新增２个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
进一步完善结核病综合防治工作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参

与艾滋病防治。开展预防接种规范管理专项行动，加强

预防接种基础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确保以乡镇为单位的

接种率保持在９５％以上。抓好慢性病防治重点项目落
实和精神卫生综合管理示范区建设，在适宜地区、重点

人群扩大癌症、心脑血管病等重点慢性病筛查和干预项

目覆盖面。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组织实施农

村改厕，新增无害化卫生户厕３０万座，普及率达８８％。
进一步完善监测网络，提升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能力，

做好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监测。深入开展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大力营造健康环境。巩固和发展卫生

创建成果，力争新申报国家卫生城市１个、国家卫生镇

（县城）５～６个，新建成省卫生镇１５～２０个、省卫生村
５００个。推进健康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建设与人的健康
协调发展。积极提升卫生应急能力。紧紧围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防控和其他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两大任

务，进一步健全卫生应急体系，推进基层卫生应急工作

规范化建设和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强化紧急医

学救援基地内涵建设和日常管理，加强卫生应急队伍建

设管理，开展卫生应急培训演练，全面提升突发公共事

件卫生应急处置水平。狠抓食品安全能力建设。进一

步加强食品安全机构、队伍和能力建设，确保市级疾控

机构全部通过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市级中心验收。建

立市食品安全首席专家制度，打造食品安全专家团队。

扎实推进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工作，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宣

贯、解读和跟踪评价，进一步加强食源性疾病报告及溯

源能力建设。

（五）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

务实推行家庭医生基层签约服务。进一步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建设，推动基层机构设施设备提档升级，省

将扶持６６０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
装备。城乡联动建设基层特色科室，省重点扶持８０个
基层特色科室。扎实开展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活动和基层卫生技能竞赛活动，实施社区卫生服务提升

工程，年内力争建成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５０个、省级示
范村卫生室２００个，乡镇卫生院领办村卫生室比例达到
７０％。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区域性基层医疗卫生中心，发
挥上引下联纽带作用，努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以

重点人群个性化签约为突破口，积极组织开展家庭医生

服务模式创新试点，进一步扩大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实施

覆盖面。启动建立“签约医生服务联盟”，积极探索赋

予签约医生更多可调配的卫生资源。全面落实签约服

务的全科医生可根据相关协议获取合理报酬的政策规

定。持续改善医疗服务。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问题为

导向，全面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４０项
措施，推进临床路径管理和医疗服务流程优化，深入开

展优质护理，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继续

开展医疗核心制度落实、医疗质量控制等明察暗访。深

化平安医院创建工作，巩固完善医患纠纷处置“五位一

体”长效机制，创新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体制机制和医

疗责任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医

患关系更加和谐。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推进

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加强妇幼健康

机构标准化建设，引导其他医疗机构增设产儿科住院床

位，扩大妇幼保健和产儿科住院服务供给；加大产科、儿

科和助产士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人员

职称评定政策。依法强化助产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监管，开展妇幼保健机构等级评审和优质服务示范创

建，创新爱婴医院品牌。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

能力建设，保障母婴安全。落实免费计划生育基本技术

服务，加强再生育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规范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以及避孕药具管理和不良反应监测。加强出

生缺陷综合防治，做好优生优育全程服务，促进儿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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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展，提升出生人口素质。年内市、县两级技术服务

资源整合到位率６０％以上，建成８～１０个省级优质服
务示范县（市、区）。

（六）发挥特色优势，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步伐。

以中医诊疗模式创新试点为契机，全面提升中医药发展

水平。深入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和“治

未病”健康工程。完善县乡村医疗机构中医药业务协

作机制，加快县级中医院建设，健全基层中医药服务网

络，加快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建设。发挥中医药在健康

服务业、健康养老服务中的特色优势，探索发展中医药

健康服务业，深化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加强中医

药人才队伍建设。启动新一轮中医药人才培养计划，加

强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中医护理等人才培养。评选

１０名“国医名师”，遴选３０名中医药领军人才，完成６０
名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和２００名基层中医临床骨干人才
培养任务。深入开展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第二届国医大师传承研究室、名老中医药专家和中医学

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加强中医师承教育。完善中医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推进医教协同，深化中医临

床人才培养改革，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中医

药科技创新能力。聚焦中医药发展重大需求和制约瓶

颈，多领域多学科协同，系统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

技术、疗效评价研究，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启动省级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等平台建设，改善中医药科技创新基

础条件，完善中医药创新体系。继续实施中医药传统知

识保护和中药资源普查项目，做好国家中药炮制传承基

地建设。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和优势病种诊疗方案，促

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七）坚持两手抓，加强卫生计生科技和人才队伍

建设。要一手抓顶天、一手抓立地，切实提高卫生计生

人才队伍素质和科技水平。抓顶天，就是要加大人才引

进、培养力度，注重专家培养，打造人才高峰；以解决重

大疾病问题为导向，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强化专科能力

建设，提升专科医疗服务水平。大力实施“科教强卫”

工程、高层次卫生人才“六个一”工程。年内建设１０个
临床医学中心（创新平台）、３０个重点学科（实验室），
培育５０名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培养１０名医学杰出人
才、１００名重点人才、１０００名青苗人才，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数达４００个。优化重点科研基地布局，强化实验室生
物安全监管，加强医疗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管理，推动

技术评估与成果推广。抓立地，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解

决基层人才短缺的问题，改善待遇、提升水平，做到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上。探索建立基层卫生人才“县管乡

用”机制，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

作，健全基层卫生人才考评机制。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培养本专科层次定向医学生１２００
名，培训在职基层卫生人员１万人。推动建立以全科医
生为重点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重点加强师资培

训和临床模拟训练中心建设，培训师资１０００人、技能考
官２００人。举办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９００
项。依托省级转化医学基地，推广城乡基层适宜卫生技

术１００项以上。
（八）统筹兼顾，扎实做好其他各项重点工作。进

一步加强卫生计生法治建设。加大协调力度，抓紧修

订《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加快《江苏省医疗

纠纷处理条例》立法进程。健全和落实卫生计生依法

行政工作各项制度规范，强化卫生计生规范性文件合

法性审查。加强卫生计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工作，继

续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

率。各地要做好各审批事项的承接、取消、下放和转

移，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卫生计生服务监管。切

实履行全行业管理职责，全面加强对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计生机构的监管。采用总量控制、指标限定、目标管

理的方式，加强对公立医院费用总量、单位服务费用均

值、费用构成等的监测。组织开展全省大型医院巡查，

强化医疗服务监管职能，完善医疗服务监管制度，继续

在二级以上医院开展群众满意度第三方测评并实施问

责。加强血液安全管理，全面推进血液核酸检测。做

好综合监督执法工作。认真贯彻国家６部门《关于进
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

加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推进县级

以上卫生计生监督机构建设达标，统一开发手持执法

终端模块、在线监督监测数据信息资源等平台，进一步

提升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水平。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信息“双公示”，加强社会监督。组织开展干细胞临

床应用等专项监督检查，切实保障群众健康。进一步

加强政风行风建设。整合行业党建资源，发挥党建带

工建和团建优势，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巩固“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坚决纠正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问题，做好突出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

责，强化党内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新成效。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

动，推进医疗服务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完善医德考评和

医师定期考核制度，严格落实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

不准”。完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共防共治机制，

塑造行业风清气正、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强化

国际合作交流。落实全省“一带一路”战略建设规划，

协助办好中东欧国家卫生合作论坛，加强人口发展和

中医药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实施卫生国际（地区）交

流支撑计划，切实抓好援外医疗工作，进一步强化国际

合作对事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充

分发挥宣传工作的先行先导作用，紧紧围绕卫生计生

工作的重大部署、重点工作，做好信息发布、新闻宣传

和政策解读，形成舆论声势，引导合理预期。加大典型

宣传和社会宣传力度，弘扬卫生计生职业精神，促进和

谐医患关系构建。推进人口和健康文化阵地建设，弘

扬健康文化，传播健康理念。此外，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继续做好援藏、援疆、援青、援宁以及扶贫开发

等工作，统筹做好政务公开、信访维稳、干部保健、离

退休干部等各项工作，推动卫生计生事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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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摘要）
主任　王咏红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

一、２０１５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
（略）

二、２０１６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新要求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纪委

六次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面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要紧密联

系实际，认真组织学习，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指导

实践、贯彻落实。

一是党风廉政建设要求更高。中央强调保持坚强

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

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

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新成效。做好今年工作重点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加强对维

护党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监督检查，

保证政令畅通；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

底；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业为；把家

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三是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

延势头。惩治腐败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四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

肃处理。五是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领导干部要从

自身做起，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坚持原则、敢

抓敢管。

二是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更严。中央颁布了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实现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重

在立德与立规，严格自律与他律，明确“正面清单”与

“负面清单”，确立党员应当遵循的道德高标准和不能

触碰的纪律“底线”，对违反“六项纪律”行为处理具体

明确，为我们履行职责、遵守纪律、开展监督提供了准绳

和尺子。我们要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坚持纪严

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

持问题导向、见人见事，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在严明纪

律中体现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自觉做到

敬畏纪律，带头遵守纪律，真正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

执行到位。

三是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更大。要围绕把“党内关

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

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

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这“四种形态”，运用到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

各环节，正确处理好“极少数”与“绝大多数”“小毛病”

与“大问题”“破纪”与“破法”“轻处分”与“重处理”的

关系，突出重要时点、重点人员和重点岗位，以纪律为标

尺，惩处极少数，管住大多数，注重以纪律治本，把监督

执纪问责做细做实。

四是纪检监察机构职责定位更明。党的十八大以

后，中央纪委对派驻机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明确派驻

机构与驻在部门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履行对驻在部

门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责任。派驻监督是党内监督，是

党的纪律监督。纪检监察机构要依据党章规定，找准职

责定位，履行党的纪律检查职能，聚焦主业主责，强化监

督执纪，加大问责力度，做到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敢于

监督，敢于发声亮剑，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三、２０１６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新任务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纪委六次全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认真落实省纪委和国家卫

生计生委的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中心任务，全面履行

党组（委）主体责任和纪检组（纪委）监督责任，严明纪

律规矩，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严抓制度严管行风，严守责

任担当，切实转作风抓落实，为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

创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

（一）进一步强化纪律责任担当，全面履行“两个责

任”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党委（党组）要切实加

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领导。党委（党组）书记作

为第一责任人，知责明责，真正把党的领导融入日常管

理监督之中，既挂帅又出征，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

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

督办，着力抓作风建设、抓严明纪律、抓惩治腐败。掌

握本部门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持之以恒抓“四

风”整治，检查党的纪律执行情况，及时分析研判处置

反映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线索，领好班子、带好队伍，

做到一级抓一级，实行项目化推进，层层传导压力，强化

责任担当。

纪检监察机构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督促各地各

单位细化“两个责任”的清单内容，明确重点任务、目

标要求和责任部门、细化具体措施和时序进度安排，并

在一定范围内公开。２０１６年度党组织责任清单项目
化工作在２月底前完成。加强对责任清单实施情况的
日常监督，实行日常监督情况台账管理制度，每半年至

少要组织一次专项检查，年底严格检查考核。加大纪

律审查力度，对反映干部的问题线索要认真梳理、分类

处置。将十八大以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群众路线

教育活动开展后作为重点时段；将不收敛不收手、问题

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

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人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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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工程、专项资金、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作为

纪律审查的重点事项；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

的影响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谋取私利、插手工程项

目，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违

规选人用人、“带病提拔”等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

问题。要紧紧盯住重点时段、重点人员、重点事项和重

点问题，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做到力度不减、节奏

不变、尺度不松。

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突出抓好“一案双查”，注重把握责任追究重点，善于运

用多种问责方式，依纪依规严格问责。进一步完善谈话

提醒制度，更多地运用任职谈话、信访谈话、专项监督谈

话和整改谈话等方式，及时进行谈话提醒，抓早抓小。

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发生严重“四风”和

腐败问题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对查处典型案例情况进

行通报曝光，以问责倒逼“两个责任”的落实。

（二）进一步强化“四风”整治，持之以恒严抓作风

要始终保持反“四风”、正党风，反腐败、倡清廉的

战略定力，坚持毫不松劲抓、锲而不舍抓，做到标准不

降、要求不松、措施不减，继续看住一个个节点，解决一

个个具体问题，带动作风的整体转变。加强宣传教育，

结合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党

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教育，不断强化纪律规矩意识。

严格监督执纪，该提醒的提醒、该纠正的纠正、该处分的

处分，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越往后处理越重的强

烈信号。加大处理和通报力度，组织明察暗访，对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要及时严肃处理，对典型

案例要加大通报力度。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开设纠正

“四风”监督举报曝光专区，用好“四风”举报直通车和

反“四风”一键通举报平台。进一步完善群众举报受

理、查处、反馈机制，对违规收送节礼、违规公款吃喝、公

款旅游等举报问题线索，要高度重视，明确专人负责，严

格办理时限、严查快处，打好纠正“四风”的攻坚战、持

久战，切实防止反弹。

（三）进一步强化制度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惩防

体系

深入贯彻落实《江苏省卫生计生委贯彻落实〈建立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规划〉的
实施意见》，努力构建卫生计生行业特点的惩防体系，

不断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健全廉政宣传教育机制。以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队伍为目标，建立健全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的

分类分层次教育体系、以廉洁从政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培

训机制、以促进干部健康成长为目的的教育管理制度、

以崇廉尚洁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引导机制，努力实现反腐

倡廉教育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把反腐倡廉教育工

作融入卫生计生工作总体部署，贯穿于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管理

全过程，不断完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格局。加强对重要

部门、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人员的教育，注重思想道德

建设与纪律规范相结合，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自律与他

律相结合，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舆论支持和文化支撑。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根据卫生计生的工作特

点和业务性质，认真对照《准则》、《条例》和工作职责，

深入排查干部思想道德风险、单位制度机制风险和岗位

职责风险，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合理确定权力归

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突出对涉及人事、财

务、行政审批等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的廉政风险防范。

认真执行重点领域、热点部门、关键岗位人员定期交流

制度，完善重大节日、干部调整、重大工程招投标和大额

资金使用等关键时段的风险防控制度。对于新组建的

卫生计生单位，要着力开展权力再梳理、制度再完善、风

险再排查工作。利用信息化管理提升廉政风险防控效

能，充分发挥电子监察系统实时监察、预警纠错、绩效评

估等功能，努力实现行政审批全流程网上操作和全过程

实时监督。建立健全问题通报、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

提高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长效管理水平。扎

实开展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对职务权力和

职业权力运行实施全程监控。继续深化制度廉洁性评

估工作。

（四）进一步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坚决治理医药购

销领域商业贿赂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廉政文

化走廊、廉政短信提醒、微电影、新媒体等形式，着力抓

好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增强职业道德和纪律

法规教育的实效性。继续贯彻执行《医疗机构从业人

员行为规范》和《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将

规范内容纳入医务人员考核考评、教育培训之中，使其

成为基本行为准则和道德指引，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和从

业人员自觉遵守。强化《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纪违规

问题调查处理暂行办法》《刑法修正案（六）》的执行力

度，切实保障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把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作为着力解决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点，以零容忍态度，下

决心整治。加强监管体系建设，通过网上动态监管、专

项检查、重点督查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对药品、试剂、耗

材、器械、设备等的采购执行情况的监管，严格执行医疗

机构与供货企业签订廉洁协议制度，落实国家卫生计生

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

和《江苏省高值医用耗材供货企业积分管理暂行办

法》，将违规企业列入不良记录。要从深化医改和维护

群众利益的大局出发，严格执行我省新一轮药品集中采

购政策，做到制度化运行，阳光化操作；要增强医疗卫生

机构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参与度，立足临床用药需求，

规范组织好药品市级价格谈判，切实降低药品虚高价

格，减少药品回扣空间。加强平台体系建设，搭建纠正

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信息共

享平台，积极与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建立沟通机制，互

通案件信息和查处结果，协调建立成员单位之间分工负

责、协调互动、信息通报、重大倾向性问题的联防联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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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大整治和查处力度，严格查处卫生计生从业人员

利用职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接受回扣和患者“红

包”、开单提成等违反“九不准”行为，持续保持查办案

件的高压态势。

（五）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

加强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重点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卫生计生工作重点

任务、委党组明确的重点工作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政策措施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

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

确保重大医改政策和重要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加强对

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和生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问题为导

向，把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放在首位。加大

对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制度的监督力度，做到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突出对重点单位、重点

部位、重要时间节点作风建设情况和我委出台的党风

廉政建设有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和查处，坚决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加

强对机关和直属单位的监督，加大制度执行情况的监

督力度，围绕卫生计生领域招标采购、项目建设、专项

资金拨付、行政审批、干部选拔任用等容易滋生腐败

的领域和环节，今年将继续对部分直属单位进行专项

督查。纪检监察机构按照“三转”要求，创新监督形

式，充分发挥“监督的再监督”作用。

（六）进一步强化信访举报核查，加大案件查处

力度

进一步畅通问题线索收集渠道，注意关注干部的思

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发挥“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

增强对问题线索的敏锐性。加强信访投诉的核查处理

工作，按照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了结五类标

准，做到动态清理、分类规范、梳理清晰、处置得当。准

确运用“四种形态”，根据核查情况确定处置分类意见，

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调整、早查处，防止小错酿成大

错。通过立案调查、警示教育、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

律处分、通报曝光等方式，不断探索有效方式。转变查

办理念，快查速结，缩短查办周期，提高执纪效率。探索

联查联办，联合相关业务处室按照协作分工参与案件查

办。加大信访举报查处力度，对于违纪问题无论情节多

么轻微，涉及金额多么小，无论是什么人，都要露头就打

查，动辄则咎。按照统一部署，加强协作配合，实行分级

管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及时查处卫生计生行业损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问题。对“八项规定”和“九不准”

颁布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和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案件查办

和处理情况，按规定要求及时上报驻委纪检组监察室。

（七）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新的形势任务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能

力素质、纪律约束提出了新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和王岐山书

记的重要讲话，自觉深化“三转”，更好履行党章赋予的

职责，严明各项纪律，敢于担当、敢于监督、敢于负责，严

格管理监督执纪。要牢记严管就是厚爱、信任不能代替

监督，用严明的纪律管住自己。认真落实省委从严管理

干部“五个要”的若干规定和党员领导干部践行“三严

三实”行为规范，牢固树立忠诚于党、忠诚于纪检监察

事业的政治信念，加强学习教育培训，带头践行《准

则》，准确掌握运用《条例》，提高发现问题、监督执纪的

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卫生计生纪检监

察队伍。党委（党组）要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纪检监察

干部，配齐配强纪检监察人员，支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

监督执纪职责。

在全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副主任　何小鹏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

一、充分肯定２０１５年工作成绩（略）
二、充分认识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的意义

（一）充分认识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的重要

性。家庭是社会的基石。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和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改革，计划生育工作进入转型发展

的新时期，工作重点逐步向注重服务家庭、提高计划生

育家庭发展能力、增进家庭福祉方向转变。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在作出全面两孩政策决策部署的同时，明确要

求“帮扶存在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注重家庭发

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

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将“尊重家庭在计划生育

中的主体地位”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将“到

２０２０年，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
较为完善”作为主要目标，要求“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

扶助力度。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使他们优

先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数十年来，广大的计划生育

家庭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

策做出了特殊贡献。党和政府不能忘记他们的贡献，在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更需要加强对他们的关怀、扶

助。健全完善以计划生育家庭为主体的家庭发展政策

体系，提高家庭的发展保障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

次、多样化需求，是创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的重要途径，是新形势下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要

内容，也是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二）充分认识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的长期

性。中央《决定》指出“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充

分认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计

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将长期坚持，计划生育

家庭发展工作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一是完善和落实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具有长期性。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按照“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

策”的要求，做好新老政策的衔接工作，对政策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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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生育家庭，继续落实好现行各项奖励扶助政策，

确保政策的平稳实施。从奖励扶助政策目标人群看，这

项政策的实施还要延续几十年时间。二是计划生育家

庭养老帮扶工作具有长期性。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人

口结构变化，家庭结构空巢化、小型化、多样化，家庭的

稳定性下降，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失独群体等家庭问题

不断凸显，传统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及赡养等基本功能

弱化，抵御风险能力减弱，一些家庭面临着沉重的负担

和压力。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计划生育

家庭的养老问题日渐突出，而以“失独”家庭为代表的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养老问题尤为突出，完善帮扶政策，

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保障水平是一项紧迫也是长

期的任务。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具有长期性。

虽然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已下降到１１２以下，但要巩固
已经取得的成果，彻底转变传统生育观念，真正形成男

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充分认识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的艰

巨性。我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取得成效，但也面

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对象

基数大，增速快，落实政策压力大，少数地区及部分省

属企业、央企一次性奖励尚未完全兑现。八九十年代

是独生子女高峰期，这些父母正陆续步入老年。在未

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奖扶、特扶对象将长期处于较快

增长阶段，落实好奖励扶助政策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

经费上都将面临困难和压力。二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帮扶工作任务艰巨。近年来，这部分家庭信访维稳矛

盾日益突出。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加强特别扶助工作，

但计划生育特殊群体面临的医疗、养老、生活扶助、精

神慰藉等困难仍然比较突出，省七部门文件的全面落

实到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三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任务仍然艰巨。“十二五”后三年出生人口性

别比平均值超过 １１５的还有 １７个县（市、区），超过
１１２的有４４个县（市、区），有的不降反升。苏南、苏中
部分过去一直比较正常的地区也出现上升现象。四是

家庭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计划生育家庭发展作

为一项新的部门职能，不仅承担着原有的出生人口性

别比综合治理和家庭扶助保障等任务，还承担起提高

家庭发展能力等新的重要职责。仅仅依靠家庭发展处

的力量难以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大量的工作需要党委

政府的重视支持，需要协调相关部门，整合卫生计生

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总之，我们

要充分认识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的重要性、长

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

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三、扎实做好２０１６年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各项工作
２０１６年全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要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

《决定》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省

卫生计生中心工作，以增进家庭和谐幸福为主线，完善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加大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

怀力度，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展幸福家庭创建

活动，全面提升我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水平。

（一）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落实好计

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是家庭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一

是要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关政策的衔接工作。

围绕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完善以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

度、特别扶助制度为主体，以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城镇独

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城镇无业人员一次性奖励等政策

为支撑，以优先优惠政策为补充的计划生育奖励和扶助

政策体系。各地要落实延长生育假、陪产假奖励和其他

福利待遇的具体规定，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

益。２０１６年，全省农村奖励扶助人数将达到１４８万人，
特别扶助人数达９１３１５人，都比上年增加１７％。各地要
认真做好资格确认、信息录入、经费测算等项工作，进一

步完善工作机制，保障奖扶和特扶金按时发放到位。要

解决好企业持证职工一次性奖励问题。落实财政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投入

机制的意见》，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推动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政策的城乡、身份的统一，力争在建立一次

性奖励长效发放机制上有所突破。二是贯彻落实省７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

作的意见》。要确保人员信息登记完整无遗漏，监督特

扶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人；要实施联系人制度，指导基层

建立计划生育特困家庭信息档案，定期沟通情况、了解

需求、精准提供必要的帮扶。各地可借鉴常州市“春晖

家园”的做法，由社区采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基本信

息，街道汇总并建档，建立联系人制度，以邻里志愿服务

为主，政府购买服务为补充，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

生活照料、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等服务。今年我委大力

推行家庭医生基层签约服务，家庭发展部门要积极协

调，优先完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个

性化签约服务，使其充分享有家庭医生的关爱和社区卫

生服务。三是要继续开展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怀关爱

活动。各级卫生计生委和计生协会要共同推进，巩固和

做好现有项目，同时，积极拓展，多种形式开展对计划生

育家庭的生育关怀。落实计划生育公益金和生育关怀

基金制度，对遭遇意外生活有重大困难的家庭给予帮

助；加强生育关怀基地建设，继续深化国家级计生特殊

家庭帮扶项目和省级“连心家园”项目，巩固项目成效，

动员社会力量来开展对计生特殊家庭的扶助和关怀活

动，重点在生活照料、心理慰藉等方面给予经常性关心

关爱。重大节假日，各地要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的暖心活动，倾听他们的呼声，解决问题，化解

矛盾。继续推进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工作，发挥保险机制

的抗风险作用。

（二）全面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出生人

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不能有丝毫的松

懈和麻痹，越接近正常值工作难度越大。要认真总结，

坚持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分析形势，研究新情况新

问题，进一步加大综合治理的工作力度。一是要创造良

好环境。要围绕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加强宣传倡导，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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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和“圆梦女孩志愿行动”，结合

“５·１０”母亲节、“５·１５”国际家庭日等活动，加强新型家
庭文化建设，强化舆论导向。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推

动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和生产生活帮扶政策向计划生育

女孩家庭倾斜，提升女孩及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发展能

力，营造有利于女孩成长成才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

境。二是要强化协调与监督。充分发挥各级人口和计

划生育领导小组作用和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定期召开

会议，围绕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建设，贯彻落实省人大

《两“禁止”决定》，国家卫生计生委、工商总局、食品药

品监督总局《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

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

育监督工作规范》，结合采血鉴定胎儿性别“两非”新动

向和流动人口性别比居高等老难题，重点协调和督促医

政、妇幼、卫监、药监部门依法履行职责，规范执业管理，

严肃查处“两非”行为。三是要加强监测动态管理和孕

期管理。依托妇幼健康信息平台，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

监测和预警制度。定期通报反馈和动态分析各地出生

人口性别比数据，及时发现情况，提前预警。要针对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新情况，采取新的措施，抓住重点环

节、重点人群，继续加强孕期跟踪管理，特别是要坚持凭

证引产制度，防止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四是要实施重

点管理。将近三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值超过１１５的
县（市、区）实行新一轮重点管理，指导和督促分析问

题，查找原因，制定有效措施，提高综合治理成效，至

“十三五”中期考核时，如治理成效不明显，省级将启动

问责机制。

（三）全面推进幸福家庭创建工作。幸福家庭创建

活动是推动家庭发展工作的重要载体，是整合卫生计生

资源，推动计生工作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是要创新

工作思路。将幸福家庭创建融入“健康江苏”战略部署

中，瞄准“人人健康、家家幸福”的总体目标，围绕“文

明、健康、优生、致富、奉献”的主题，有机整合计划生育

家庭发展各项工作，推进幸福家庭创建活动全覆盖。要

以幸福家庭创建为抓手，以创促建，全面推进计划生育

家庭发展工作。省级将加强顶层设计，出台幸福家庭创

建指导意见，从工作措施、政策落实、服务到位、群众评

价上完善配套考核机制，推动幸福家庭创建活动深入、

健康发展，提升计划生育家庭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二是

要扶植壮大项目试点。发挥前两批省级幸福家庭项目

县的引领带动作用，组织开展创建活动经验交流。今年

将评选第三批省级幸福家庭项目县，给予经费支持，推

动工作发展。加强对新家庭计划、科学育儿、青少年生

殖健康、养老照护等国家级试点的工作指导和支持，充

分发挥试点示范效应，逐步推广项目经验，带动全省面

上工作推进。各地要围绕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设计项目，

整合资源，加大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

会组织参与创建活动，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家庭服务需

求。三要开展培训提升能力。省级将分批次、分片区开

展市、县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队伍培训，提升业务能

力，促进工作的展开。

在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巡视员　陈亦江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

一、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成效显著（略）
二、准确把握“十三五”卫生计生财务工作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基

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决胜时期，也是建设现代医疗卫生

体系、打造健康江苏的关键时期。我们要贯彻落实中央

基于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把握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围绕“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中心工作，

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找准发展着力点，努力做

好“十三五”卫生计生财务工作。

（一）紧紧抓住“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财务工作面

临的历史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４年底在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
生院考察时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卫生计生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促进人口均衡发

展”两项重点任务。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提出要积

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级试点，加快构建现代医疗

卫生体系，努力打造健康江苏。可以说，卫生计生工作

受到了中央和省的高度重视，凸显了在全面建设小康决

胜阶段的重要地位。１月份召开的全省卫生计生工作
会议指出，“十三五”时期，全省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

战略机遇期。江苏作为全国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已经出

台了４７个医改文件，明确了一系列突破性政策和创新
性举措，医改政策框架基本形成。“十三五”时期，将是

各项政策付诸行动、渐次实施的关键时期。所谓“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财务工作在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中具

有重要的支撑性作用，既担当改革重任，又承担保障职

能，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样给全省卫生计生

财务工作提供了事业发展的机遇和平台。全省卫生计

生财务工作者都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党和政府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抢抓机

遇，开拓创新，“十三五”末，实现卫生计生财务保障能

力和经济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充分认识“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财务工作面

临的艰巨挑战。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卫生计生财务

工作也面临诸多艰巨挑战。一是落实政府卫生计生投

入的难度加大。当前，经济发展正处于速度变化、结构

优化、动力转换的重要时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下行

压力较大，２０１５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年初预计增幅
低１４个百分点，我省的财政收入增幅放缓，但财政支
出的刚性增长趋势没有改变，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在这

样的经济背景下，要保持年均大约２２％的政府卫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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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长幅度，顺利实现既定的政府卫生投入目标，难度

加大，这是摆在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者面前的第一个

挑战。二是政府卫生计生投入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十二五”时期，围绕卫生计生工作重点，全省卫生计生

投入总量不断增长，公共卫生工作得到切实加强，基本

医疗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

全。但总的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保障

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康影响因素的不断增多，群众看病

就医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

源短缺、配置和利用在城乡、区域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

差异的问题仍然突出，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全面两孩

实施、慢性病高发等新情况给卫生计生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卫生计生财务工作如何在有限的政府投入和日益

增长、不断变化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是“十三五”时

期必须要面对的突出问题。“十三五”时期，政府卫生

计生投入不仅要在做大增量上下功夫，更要在调整存量

上做文章，着力补齐短板，着力解决不同区域、不同类型

机构、不同人群之间政府卫生计生投入的结构性矛盾，

着力在供给和需求两侧推进改革，着力提高卫生计生资

金的使用效率。这是摆在卫生计生财务工作者面前的

第二个挑战。三是卫生计生经济管理政策体系亟待完

善。当前，卫生计生经济管理政策体系与深化医改的要

求，与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价格、养老保险、薪酬制度等

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表现在：政府投入方面，

科学的卫生计生投入补偿机制和稳定保障机制尚未建

立；中央与省、市、县事权与支出责任尚不清晰；医疗服

务价格方面，以合理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

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尚未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尚未理

顺；按病种、按疾病诊断组等收（付）费改革相对滞后；

财务管理方面，预算管理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不足；成本

管理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尚未发

挥；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尚未起到加强和改善专项资金使

用和分配的实质性作用；医药费用控制的压力仍未得到

根本缓解；公立医院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发展模式尚

未根本转变，卫生计生部门对公立医院运行的影响弱

化，财务监管难度加大；内部审计监督作用尚未充分发

挥；财务队伍建设方面，卫生计生财务队伍能力相对不

足，人员结构不合理问题比较突出；三级公立医院总会

计师制度尚未全面覆盖，经济管理还没有得到充分重

视。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努力在“十三五”时期取得

突破，是摆在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者面前的第三个

挑战。

（三）准确把握“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财务工作的

总体要求和目标。

“十三五”时期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的部署，

落实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和全国卫生计生财
务工作会议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坚持“补短板、增投

入、调结构、强监管、建机制”的基本原则，认真履行财

务部门工作职责，以落实政府卫生计生投入保障事业发

展，以完善卫生计生经济管理政策体系助力改革，以强

化财务监管为手段提升经济管理水平，以加强政策研究

和人员队伍建设夯实工作基础，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

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更加注重

卫生计生财务治理能力的提升，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卫生计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

到２０１７年，全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
左右，政府卫生计生投入结构趋于合理；医疗服务价格

动态调整初步实现；适应新形势的卫生计生经济管理政

策体系初步建立，成本管理全覆盖；三级医院总会计师

制度全覆盖，卫生计生财务队伍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

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各级政府卫生计生投入稳步增长，
区域间、机构间、供需间投入结构更加均衡合理；以合理

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机制成熟定型，收（付）费方式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公立

医院经济管理政策体系健全有效，内部审计和财务监管

扎实有力，政府出资人地位凸显；公立医院精细化管理

程度提高，医药费用得到有效控制，科学补偿机制和运

行机制初步建立；卫生计生财务人员知识结构明显优

化，整体水平显著提高。

三、全力做好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建设现代医疗卫

生体系、打造“健康江苏”的攻坚之年。围绕中心工作，

瞄准“十三五”目标，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要重点做

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落实投入责任，提高财务保障能力。一要积

极协调完成阶段性政府卫生投入目标。各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都要协调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本地政府卫生投

入的政策文件，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到２０１７年，全
省政府卫生投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左右”的目标，明确到
２０１７年阶段性政府卫生投入目标，以２０１４年政府用于
医疗卫生支出的财政决算数为基础，每年本级新增财力

和省基本财力保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应主要用于医改

等方面，确保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卫生投入目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要达到８００亿元左右，
年均增幅应达到２２％。二要加大力度落实公立医院政
府投入。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大协调力度，全面落实

对公立医院的６大项投入政策。出台本地区公立医院
债务化解实施方案，明确债务化解范围及方法，启动公

立医院债务化解工作，将经核定的公立医院长期债务纳

入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通过多渠道筹资逐步予

以化解。各地要根据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后公立医

院收支情况合理确定药品零差率财政补助额度，纳入同

级财政预算，对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医院通过同级财政

差别化补偿进行平衡。三要扎实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能力建设专项补助工作。２０１６年，我们将继续组织
对全省 ４０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０个乡镇卫生
院、４００个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２０个乡镇卫生
院、５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基本医疗设备进行专
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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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运行监测，深化医药价格改革。一要做

好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监测评价工作。各地、各

委直属医院要按照省医改办部署要求，收集、汇总并分

析公立医院运行数据，重点加强对公立医院收入结构、

医药费用、医疗服务工作量和医疗行为等变化情况的分

析研判，为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争取政府投

入提供决策依据。二要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工作。围绕“强基层”目标，我们将会同省

物价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调研，研究制定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指导意见，修订《江苏省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指导各地合理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

三要完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政策。省有关部门将

组织修订《江苏省医疗机构护理收费规范（试行）》和

《江苏省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价格管理办法》。各省

辖市要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结合本地实际合理调整病房

床位费、康复理疗类、中医诊疗类（不含中医综合）等市

定价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四要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

动态调整机制。我们将会同物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研究确定工作思路、拟定工作方案，探索建立以合

理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五要做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工作。按

照国家卫生计生委财务司统一部署，继续开展“全国医

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工作，各地要督促本辖区监测

网点医院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监测数据上报任务。六要

配合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改革。结合国家卫生计生委

即将出台的包含３２０个病种的按病种收（付）费规范，
配合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会同物价部门，协同推进按

病种收（付）费改革工作。七要及时评审新增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按照鼓励创新和使用适宜技术相结合的原

则，我们将会同省物价局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及

时组织专家评审，审核发布新增和完善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

（三）强化经济管理，完善卫生计生经济政策。一

要加强公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落实财政部、国家卫

生计生委《公立医院预决算报告制度暂行规定》和《关

于加强公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精神，构

建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强化预算控制，规范收

支运行，提高财务精细化管理水平。２０１６年，全省公立
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实现全覆盖。二要加强公立医院成

本管理。研究制定《江苏省医院成本核算管理规范》与

国家《县级公立医院成本核算操作办法》的衔接方案，

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成本核算工作，积极发挥成本管理

的导向作用。２０１６年，全省所有县级公立医院成本核
算实现全覆盖。三要加快落实三级公立医院总会计师

制度。贯彻落实《医院财务制度》和财政部、国家卫生

计生委《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的指导意

见》关于三级公立医院设置总会计师的有关要求，２０１６
年，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全面设置总会计师岗位。四要加

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制度，扩大卫生计生专项资金绩效评估范围，科学

制定卫生计生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目标，使绩效评价工作

成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的重要抓手。五要加强资产和

政府采购管理。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关于

开展２０１６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
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委直预算管理单位国有资产配

置、使用、处置的监督管理，梳理并完善现行国有资产管

理制度，组织开展委直预算管理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

作。协助相关部门制定医疗卫生行业专业设备的配置

标准。研究制定卫生计生行业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

六要开展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绩效考评和经济运行分析

工作。结合省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关于江苏省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经济管

理绩效考评方案，初步建立我省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绩效

考核指标体系。探索开展委直属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绩

效考评工作。组织委直属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情况研讨

会，加强对委直属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研判。

七要扎实做好内部审计和财务监管工作。贯彻落实

《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发挥

内部审计在资金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思路，完

善多样化的监管方法。加强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结果

应用等工作力度。组织实施委直属单位财务管理考核。

开展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地方项目资金专项督查工作。

八要开展总费用和医改投入监测。按照国家卫生计生

委统一部署，继续组织开展卫生总费用核算、政府医改

投入监测工作，为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四）加强政策研究，提高财务队伍能力水平。一

要扎实开展财务课题研究。省级组织对投入、价格、资

产、成本等财务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课题攻关研究。

继续组织开展全省卫生计生财务课题研究工作，提高财

务人员政策水平和研究能力，推动财务工作提质增效。

二要加强卫生计生经济管理领军人才选拔培养。积极

做好国家卫生计生经济管理领军人才和后备领军人才

选拔推荐工作。研究实施江苏省卫生计生经济管理领

军人才培养工作，储备和培养一批卫生计生财务管理人

才。三要加强卫生计生财务信息化建设。逐步建立卫

生计生财务信息管理综合平台，加强成本、预算、价格、

费用等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为卫生计生经济政策

制定提供大数据支撑。

在全省卫生计生行业党建工作

推进会暨省级青年文明号、

手表彰会上的讲话（摘要）
副主任　徐东红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

一、把握形势，突出重点，推进党建和团青工作创新

发展（略）

二、打造品牌，服务发展，大力推进党建引领的行业

·９１·重要会议报告



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是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和重要组成，

是今后一段时期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也

是我们提升行业党建工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抓手。近年

来，我们在医院文化建设与行业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许

多有效的探索，取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但

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表面化、形式主义的误区，与党建

工作、与单位管理脱节，以文体活动代替深层次的文化

建设，没有很好地融入到实际工作中，不能有效激发广

大员工的参与积极性。问题摆在面前，那么，应该怎么

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提升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如何发挥

文化在打造品牌、服务发展方面的作用呢？

首先，要从谋到动，循序渐进。我们根据卫生计生

行业特点和单位的特点，加强系统文化建设的顶层设

计，整体推进，通过调研、专题培训、制定下发文件等方

式推进以党建引领的卫生计生系统文化建设。自觉地

把党建与业务发展、与精神文明创建、与加强组织建设

融为一体，不断加强本行业和本单位的文化建设。经过

深入的调研、认真的论证，我们初步明确了文化建设的

一个总体目标、四项基本原则和三项主要任务。

一个总体目标是：以党建为引领，坚持正确方向凝

聚力量；以建设为过程，提升队伍助推发展；以发展为目

标，打造品牌服务民生，形成切合单位实际、遵循事业发

展规律、反映行业和单位特点的文化体系。通过文化的

创新和建设，提升单位管理和员工的能力素质，实现文

化建设与事业发展的和谐统一，事业发展与员工发展的

和谐统一。

四项基本原则是：一是坚持问题导向。行业文化和

单位要有利于解决实际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有利于改变

文化建设的“两张皮”现象，有利于调动管理层及普通

工作者参与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有

利于提高卫生计生行业和本单位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是力求实效。立足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实际、立足本系

统本单位实际，探索适合积极稳健的文化建设路子，不

贪大求全，不搞花架子，不增加员工额外的工作负担，坚

持做到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形

成管用有效的文化体系。三是追求领先。以在业务、管

理、服务等方面追求达到同行业一流水平为目标，激励

广大员工崇尚创新，不懈地追求进步和卓越，以观念、管

理、服务等多方面变革创新，全面提升卫生计生行业、本

系统和本单位文化。四是助力发展。以文化建设增强

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化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工作人员

的职业水准、敬业精神；以文化建设促进精益管理，培育

良好职业精神，提升卫生计生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促

进医患关系的和谐，传播卫生计生正能量，塑造卫生计

生行业以及各基层单位的良好形象。

三项重点任务是：一是形成共同的基于核心价值观

的价值理念体系。卫生计生关系民生幸福，一头连着发

展一头连着群众。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既是群众健康

的守护者，又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力军。卫生计生价

值理念体系，既需要以核心价值观２４字标准为指引，又

需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１６个字的卫生计生职业精神。医
院更要突出对于生命、患者、职业、科学等要素正确的基

本态度和价值取向，要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尊重科

学、爱护患者等。二是建设与现代管理相适应的制度体

系。充分发挥行业文化和单位文化对行为规范的主导

作用，促进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使卫生计生事

业管理和医疗服务更加规范、更加科学。要紧紧围绕中

心工作，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形成能够支撑管理

高效和服务优质的制度环境。三是拓展促使价值理念

得以持续贯彻落实的实践体系。文化从理念倡导到实

践落地，需要借力有效的机制和体系进行引导。要建立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先进典型的挖掘选树和推广机制、

测评与激励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确保文化建设能够持

续推进、不断深化。

其次，从点到面，整体推进。一是以医院为突破点。

我们选择了具有较好基础的医院，以这些医院的文化建

设为突破点，委托文化研究所、高校等机构，开展江苏省

医院文化建设状况调研，以当前医院文化建设和思想政

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加强医院

等机构的文化建设。二是分系统推进。行业党委在医

院取得突破的基础上，由点到面逐步推进，指导全省疾

控、采供血、卫生监督等系统贴紧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贴

紧单位发展需求，贴紧队伍现状，推进各具特色的行业

文化建设。目前，省卫生监督所已经开始实质性推进，

对本系统的文化建设进行前期调研和整体设计。省血

液中心和省疾控中心也对本系统的文化建设进行了谋

划和探索。

第三，从虚到实，精准发力。文化建设是一个不断

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必须从理论上的探索

和讨论变成具体的工作实践，必须找准切入点和着力

点，精准发力，在实践当中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和成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调研摸底，分类指导，重点推

进，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确立了第一批３４家医院文化
示范点，并委托南京赛德企业文化研究所对在宁的省人

民医院、省中医院、省肿瘤医院和南京鼓楼医院进行先

期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将围绕医院进一步提升的方

面、薄弱的方面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率先入手，然后结

合医院发展、业务工作与员工自身等方面，明确医院发

展目标、工作目标和员工目标，集中力量在小处取得突

破。苏大附一院还与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开

展党建创新合作协议，用课题合作的方式推进医院文化

建设。说到底，医院文化建设要取得实效，就要在操作

层面进行思考，付诸实践。南医大二附院从学习层面、

措施层面、活动层面、效果层面四个方面，对如何实施

“精诚”文化理念进行了策划和设计，真正做到医院文

化建设落地生根。各医院、公共卫生部门都可以在明确

目标、找准突破点、切入点和结合点的基础上，有的放矢

地进行适合本单位实际的文化建设，引领发展、提升队

伍，形成自己的品牌，扩大本单位本行业在社会上、在全

系统的声誉。

·０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三、问题导向，高位统筹，大力提升青年文明号创建

水平

今年是省级青年文明号“创建年”，也是我们创建

全国青年文明号的奋进年，省卫生计生委团委在全国卫

生计生系统青年文明号培训班上介绍创建工作经验。

卫生计生系统青年占比大，青年群体充满生机和活力，

青年文明号已经成为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文化建设的一

个重要载体，也形成了品牌效应，成为卫生计生青年聚

智汇力，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立足岗位建功成

才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同处

第一方阵的省份相比，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另外，在

现场考核与竞标答辩环节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我们研究

和解决的问题。

青年文明号是“创建”创出来的，不是“挂牌”挂出

来的，必须坚持重在创建，重在提高。因此，剖析问题是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显露不足是为了补足短板。下一

步，要明确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找准努力的切入点，有

的放矢地发力，实实在在地提升。

一是要党政重视，从更高层面健全创建机制。可以

说，成功的创建单位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各有各的短

板。浓厚的创建氛围、完善的规章制度，健全的创建机

制，是确保创建成效的基本保障。常州市卫生计生委和

省中医院是今年创建评比环节表现突出的两个“尖子

单位”。省中医院坚持每年开展青年文明号的星级评

定，有效激发了创建集体的竞争意识，也促进了各个青

年文明号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所以能够呈现水涨

船高之势。常州市不仅常年坚持竞标答辩，而且非常注

重学习别人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理念，很多年前就到广东

这个青年文明号的故乡去取经，今年１１月份，国家卫生
计生委在杭州举办全国青年文明号现场答辩，常州积极

派人去现场学习观摩。今天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团

委巧用“加减乘除”法的经验也非常棒。他们成立了由

领导班子成员为组长、党支部书记为成员的青年文明号

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建立联系点制度，经常性地指导帮

助青年文明号开展工作；关键是还给予实实在在的支

持，设立专门的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经费，这种事前支

持的做法，要比创建成功后给予奖励的激励更为有力、

更为有效。今天各市与各单位的分管党建工作的领导

都来了，完善创建工作机制主要靠你们在加强党建的高

度来实现，在完善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的高度来加强。

要尽快成立党政工团等有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

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并形成由党政领导挂帅，相关职能

部门协调参与，共青团组织具体牵头实施的格局。党政

领导要高度重视发挥青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把青

年文明号作为加强单位文化建设、展现单位形象的工程

来抓，创建过程中全程支持，提供经费保障，创建成功给

予奖励，创建成功的经验要加强推广。党政领导重视，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号长的选配，要多发现苗

子，要健全正副号长制，形成规范的培养机制。要为青

年干部的成长成才提供进步的台阶，对表现突出的号长

要提供更好的成长平台，大力促进青年人才成长，这正

是青年文明号人才效益的体现。

二是要围绕中心，从更高层面加强工作统筹。这里

要强调两个围绕。一方面，要始终围绕卫生计生中心工

作谋篇布局。创建的目的在于组织和引导广大青年职

工立足本职岗位，敬业奉献、勤奋工作，文明从业，提升

职业技能，争创一流业绩，全面提高职业道德、职业技能

和服务水平，传播卫生计生正能量，塑造良好的行业形

象。因此，创建工作要把握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大

局，要紧紧围绕单位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实际，找准着

力点与结合点，与单位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

得到单位党政领导重视和支持，才能收到实效，才会有

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要始终围绕全面从严治团的

要求加强统筹。创建不是为创号而创号，更不是靠突击

来完成的一项任务，要以创促建，提升团建工作水平。

根据团中央从严治团的新要求，今后将重点推进各级青

年文明号的建团工作，因地制宜地开展好团的活动，真

正发挥好团组织作用。

三是要突出特色，从更高水准提升创建水平。要以

“严格、规范、创新”为工作导向，进一步提高全省青年

文明号创建工作质量水平，不断扩大青年文明号的社会

影响力。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各级青年文明号要积极开

展创新创效活动，要突出主题，使创建工作更加体现青

年性和时代性。服务行业和窗口单位青年文明号要以

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手段为重点，着力改进服务态

度，改善服务环境，努力推出更多特色服务项目和便民

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服务效能。年内各集体要组织开展

１次以上有较强影响力创新创效主题活动，推出１—２
个具有独创性的特色服务项目。那么，我们如何做出特

色呢？一个有效的抓手就是深入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活

动。会议举行了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志愿服务仪式，正式

启动了“仁医惠民服务行动”。省级青年文明号有一项

考核指标是，每季度开展一次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各青

年文明号及创建集体要在“仁医惠民服务行动”的总体

框架下，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急救知识进校园”、

“健康知识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活动。要在党

政关心、社会关注、青年关切的领域设计项目、整合资

源、建立机制，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向社会传播卫生计生

行业的正能量。

四、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努力提升党建和团青工作

水平

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要切实

增强建党管党治党意识，牢固树立重视基层、强基固本

的思想，守好“主阵地”、种好“责任田”，以更严格的标

准、更务实的作风抓好党建各项任务落实，为深化省级

综合医改、打造“健康江苏”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２０１７年的全面工作，还将下发工作要点。这里，我先强
调一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

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国家

卫生计生委１２月上旬召开了全国卫生计生系统思想政
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李斌主任对加强卫生计生系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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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进行了部署。省卫生计生行业党委下发了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

知》。２０１７年，要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为主线，加强党章党规党纪的学

习，巩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自觉性。

二是推进政促会换届更名。中国卫生计生政促会

已经完成了换届和更名工作，总会、各分会都在井井有

条地推进工作。省卫生政促会已经报党组同意进行换

届和更名工作，各专业委员会设置，副会长、常务理事、

理事人员名单都已经报党组同意。政促会的章程、选举

办法、工作报告等各项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等省委组

织部和省民政厅的报批程序结束，就适时召开会议，正

式组建省卫生计生政促会。１３个市中，只有泰州在今
年下半年完成了政促会的换届和更名。２０１７年上半
年，各市要及时做好换届改选工作，要结合实际，细化政

促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置，要调整充实精干的人员。省卫

生政促会各专业委员会也要及时换届改选。换届更名

前，各市各单位要做好工作衔接，确保省政促会各项工

作的顺利推进。

三是推进互联网＋创新。在“互联网 ＋”风靡各个
领域、各行各业的今天，“互联网 ＋党建”“互联网 ＋团
建”都势在必行。执政不只靠理念，思想觉悟，也要靠

一些与时俱进的工作手段和工作方法，还需要用党团员

乐于接受的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

团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群团组织要提高网上群众工

作水平，实施上网工程，建设各具特色的群团网站，推进

互联互通及与主流媒体、门户网站的合作。互联网＋技
术风起云涌，“互联网 ＋党建”“互联网 ＋团建”，微党
课、党建云等都是大势所趋。１２月上旬，国家卫生计生
委召开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专门安排半天时间

展示各地的党建工作微电影。各地各单位纷纷建立微

信平台，苏州市卫生计生委举办了《我身边的共产党

员》微电影联展评比活动，镇江市组织开展市直系统

“两学一做”主题微型党课评比活动，宿迁市利用微信

群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是将新的信息技术、互

联网思维引入党建工作的创新。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

步加强网宣队伍建设，综合运用网络论坛、手机报、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网上引导和动员，用“互联

网＋”技术推进党建和群团工作的信息化水平，进一步
提升党建和团建的工作效率。

四是加强培训和表彰。按照行业党委每年有计划

地组织１～２期基层党务干部培训，每两年表彰一次基
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干部的计划，明年上半年将组织一

期全系统的党务干部培训班，培训对象包括各市、各直

属单位的分管领导和负责党务工作处室负责人。“七

一”前，将对全省卫生计生行业抓党建工作突出的基层

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干部进行一次评选表彰。年底前，对

党员示范岗进行表彰，另外，还将与团省委联合表彰志

愿服务活动项目。

在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副主任　汪　华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

一、２０１５年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进展（略）
二、正确分析研判，科学谋划新时期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工作

（一）充分认识做好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的重要

意义。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现代

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的机遇时期。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并将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管服务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中，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

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国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工作会议、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提出的“要

把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为最高使命，促进‘以疾

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进一步满足人民

群众健康新期盼”“做好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是推进

卫生计生系统依法行政、巩固医改成果、维护群众健康

权益的重要举措”等，是开展新时期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工作的目标。国家层面上，“十三五”时期，国家从适应

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改革入手，对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等提出改革创新的新任务；

省级层面上，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积极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级试点，加快构建现代医疗卫生体

系，努力打造健康江苏。我们必须把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工作与深化医改、健康江苏建设等工作有机融合，进一

步加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检查力度，扩大监督覆盖面，

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保驾护航。

（二）紧紧抓住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的有利契

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去年，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６部
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

法工作的意见》（国卫监督发〔２０１５〕９１号，以下简称９１
号文），就整合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资源，强化

卫生计生综合监管职能，完善和健全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行政执法体系，推进卫生计生综合执法，确保卫生计生

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等提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指导意见的通知》也要求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

基层综合执法制度和执法监管方式，探索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这些都将为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工作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一有利

时机，团结一致，进一步推动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事

业的有序发展。

（三）准确把握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新要求。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卫生、医疗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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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安全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期盼值越来越强。人民对

健康的新期盼，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由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通过专项整治，有些违法行

为得到遏制，但随之而来的是违法行为却越来越隐蔽，

违法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卫生计生综合监管的难度也越

来越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主动

适应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体制改革、职能调整的新要求，

强化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职责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推

动监督、服务和规范的“三结合”建设，在创新机制上寻

求突破，在迎接挑战上取得新进展。要内练素质、外强

形象，把“服务能力再提高，服务水平再提升，工作效率

再提速，群众满意再点赞”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打好监督为民、服务为民的攻坚战、创新战和持

久战。

三、全力做好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各项重点
工作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现
代医疗卫生体系、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的关键之年。今年

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的总目标是要以推进健康

江苏建设为统领，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重点，以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６部委９１号文件为抓
手，改革创新、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努力打造升级版的

江苏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新体系。总体要求是贯彻落实

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

健康江苏建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计划生育国策

落实等重点工作，着力完善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体

系、着力规范行政执法流程、着力加大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力度、着力提升综合监督执法能力和水平，全面

开展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工作。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推进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体系建设。一是认真

贯彻国家卫生计生委等６部委９１号文。各地要结合实
际，紧紧围绕推进健康江苏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计划生育国策落实等，主动

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开展调研，共同制定进一步加强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打造

升级版的江苏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体系，为江苏卫生监督

机构现代化建设、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中长期事业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要按照“权责一致、编随责增、人事相宜、

保障履职”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综合监督行政执

法体系建设，积极争取监督机构性质、执法人员身份以

及编制、车辆等发展保障政策的落实。二是开展监督员

职位分类管理的探索。省卫生监督所将率先在全省开

展监督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的先行先试。在试点工作

的基础上，有条件地进行推广。三是认真制定好全省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十三五”规划。要科学设定规划目标

指标，更加注重创新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注重提

升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更加注重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

下沉。开展县级以上卫生监督机构建设达标行动，引领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事业的科学发展。

（二）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俗话说“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水平是加快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执法提档升级的核心武器。一是完善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长效管理机制。要通过深入调研，进一步完善监督执

法工作规范和具体操作流程，建立卫生计生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健全卫生计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立卫

生计生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推进长效管理机制建

设。二是加强省、市、县（市、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

法能力建设。制定新一轮培训计划，实行全员培训、全

员考核，提升基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形象。加强行

政监督和层级稽查，继续开展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案

例评查工作，对入选的优秀案例将通报表彰。三是建立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既监管社会单位，又监管医疗卫生机构，要始

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行

使职权，始终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的执法底线，全面推行阳光执法、人性化执法和说理式

执法，严格执行执法评议考核、案卷评查、执法过错责任

追究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查等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

法责任制，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四是继续加强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信息化建设。有条件的地区要试点开展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的应用，推

广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为主的在线快速监督

监测，建立在线监测数据信息资源平台，为预警、监控、

评估等提供科学依据。

（三）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近年来，根据国务

院和省政府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转变政府职能的

具体要求，省卫生计生委承接、取消、下放了一些行政审

批项目。各地要根据《省政府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要求，大力推进工作重

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进一步健全审批制

度、优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并将行政审批事项向

社会公开，坚决避免变相审批、弄虚作假等行为，主动接

受舆论和社会监督、大众监督。同时，要加强下放的卫

生行政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加大产品抽检力度，依

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年初，国务院决定将“整合饭馆、咖啡馆、酒吧、茶

座４类餐饮服务公共场所的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家许可、统一监管，并承担

相应行政责任”。这是作为政府简政放权的重要改革

措施，是为了让市场活力更大释放，我们要坚决无条件

地落实好。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在全国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工作会议上，综合监督局赵局长强调说，虽然部分

公共场所行政审批职能移交，但中央深改办、中编办明

确说过，此项改革不涉及人员编制问题，不存在划编制、

给人的问题。

（四）组织实施好卫生计生综合监督重点检查。一

是继续开展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抽检工作。要围绕群众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以及历年经常发现的问题，有重

点地组织实施传染病防治、消毒产品、公共卫生计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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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监督抽检计划，各地疾控机构要全力配合做好监督抽

检样品的检验工作。深入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卫生

综合监督评价，强化管理相对人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

任。二是开展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要

以干细胞临床应用为重点开展专项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检查，继续开展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医托”等

专项整治。三是加强职业卫生监管。会同省发改委等

１０个部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
治工作的意见》，强化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会同省

有关部门制定《江苏省“十三五”职业病防治规划》，开

展全省职业病防治工作检查。加强基层职业病诊断、鉴

定能力和职业卫生信息化建设，规范基层职业病诊断、

鉴定工作，严格执行《职业病诊断文书书写规范》以及

相关职业病诊断标准，开展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监督检

查并通报结果。完成重点职业病哨点监测、职业健康风

险评估、职业病报告等工作，配合做好职业中毒应急处

置、急性职业中毒救治药品贮备工作。四是开展卫生计

生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组织对《职业病

防治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４
部法律法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地要认真总结经

验、强化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五）探索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新方式。一是探索运

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要发挥网络信息资源互联
互通等优势，促进互联网与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业务的深

度融合，逐步建立起用数据说话、数据决策、数据管理、

数据服务的管理模式，探索实施医疗废弃物转运等在线

监测、医疗机构放射防护远程监测等电子监管方式，破

解卫生计生监督工作难题、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增强监

督检查实效。二是要大力推广“双随机”抽查等监管方

式。要逐渐形成以“双随机”抽查为主、专项督查和专

项整治为辅、社会监督为补充的新的卫生计生综合监管

模式。要对照行政权力清单，摸清监管底数，建立随机

抽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

术，完善双随机“摇号”程序，合理确定年度随机抽查的

比例和频次。三是加强基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网络体

系。继续巩固乡镇、社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派出机构的

硬件、软件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效能

和工作质量。要探索新时期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管服

务工作模式，完善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管服务内容、操

作程序、考核方法等。四是加强监督机构绩效考核。国

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

价的指导意见》，已经将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作

为独立类别的机构进行绩效评价，更加突出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执法机构的社会公益性。各地要认真开展卫生

计生综合监督机构绩效评价工作，引导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机构的全面规范发展。五是开展卫生诚信体系

建设。要完善信用管理制度，积极推行信用承诺、信用

报告、信用审查制度。落实好卫生计生行政许可和行政

处罚等信用信息“双公示”的相关工作要求。省卫生监

督所牵头负责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中

推行卫生诚信体系制度建设，创新“守信激励、失信惩

戒”的联动监管模式，强化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引

导整个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全省药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副主任　兰　青
（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

一、充分肯定 ２０１５年全省药政工作取得的成绩
（略）

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药政工作新要求

（一）推进健康江苏建设，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思

维，攻坚克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十一

次全会分别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打造健康江

苏”的战略部署，明确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

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

行分级诊疗，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这些目标任务的提出，为卫生计生工作

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药品领域改革在深化

医改中的极端重要性。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是当前

药品领域改革的首要任务，其一头连着医保支付成本，

一头影响着医疗服务行为，还承载着降低药品虚高价

格，为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腾出空间的重要使命，可以说，

是当前深化医改“三医联动”的重中之重。由于众所周

知的“以药补医”等机制的长期存在，目前，在医药卫生

领域还存在着公立医院药品价格虚高、临床用药不合理

以及药品回扣、商业贿赂案件频发等问题。这些问题已

经成为实现医改目标的现实制约。去年初，我们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结合江苏省情研究制定了《２０１５年江苏省
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以保质量、保供应、降价格为

目标，按照“放管结合”的思路，采取省市联动的策略，

对药品进行分类采购，形成了具有江苏特色的药品集中

采购模式。这一采购模式，体现了“以需求为导向”的

原则，增强了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各医疗卫生机构

在集中采购工作中的参与度，同时也赋予了各地各单位

更多的职责和任务。由于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是一

项重大的改革举措，是对旧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

触及一些企业、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可能会成为各种矛

盾和利益的交汇点。做好此项工作，任务重、困难多、挑

战大，大家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直面矛盾，动真

碰硬，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大限度释放药品集中采购红

利，为实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腾笼换鸟”创造条件。

（二）构建现代药品供应保障体系，需要我们进一

步求真务实，砥砺奋进。加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是

我国全面实现２０２０年建成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的迫切任务。自２００９年启动实施新一轮深化医改工作
以来，我省不断加强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

保障体系建设，率先在基层切断了以药补医的利益链

·４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条，较好保障了临床基本用药需求，有效减轻了群众看

病费用负担。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药品供应

保障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加大

政策协调，先后出台了《江苏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方

案》《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实施意见》，以及加强医疗卫

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管理和常用低价药品、急（抢）救

药品采购供应管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药物政策框架，在保障人民群众使用方便、价廉、安

全、有效基本用药需求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是，随

着深化医改爬坡过坎关键阶段的到来，药品供应保障体

系建设中凸显出很多不适应，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病

防治、康复医疗、特色专科等方面用药目录偏少，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偏低，不利于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制度的建立；部分低价药品、市场容量小的药

品频频断货或涨价而影响供应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

临床医疗工作的开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医保

药品支付方式改革相对滞后，与国家药品价格调整政策

不能有效对接，无法调动医疗卫生机构与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价格谈判的积极性，药品价格虚高问题不能得到根

本性解决。这些问题，都将成为当前我省药品供应保障

体系建设的主攻方向。各地各单位都要有强烈的问题

意识，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总结经验，正视不足，积极探

索，不断创新，努力破解药品供应保障工作中的难题，使

人民群众从深化医改中享有更多获得感。

（三）落实药品监管“四个最严”，需要我们进一步

审时度势，主动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加强

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药品安全

治理体系。去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药品价格、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医

药产业健康发展等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今年４月６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２０１６年
要建立药品出厂价格信息可追溯机制，推行从生产到流

通和从流通到医疗机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这

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对全面加强药品研发、生产、流通等

环节的监管，提升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等意义重大，同时也对药品集中采购、配送供应、临床使

用等方面工作，对各级药品采购服务监管平台的建设影

响深远。全省药政系统的同志们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

的高度，把握宏观形势，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一方面，要

加强对药品生产、流通、监管、价格等方方面面政策的学

习和运用，注重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可行性，防范一

切可能发生的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与食药监、物价、

医保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各项改革措施的相互

衔接、相互促进，形成改革的强大合力。

三、全力做好２０１６年全省药政工作
２０１６年，全省药政工作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改革创新为

引领，以构建现代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中心，进一步巩

固基本药物制度、健全药物政策体系、完善药品集中采

购机制、强化药品耗材日常采购监管、拓展信息平台功

能，为推进深化医改，建设健康江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重点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不断巩固完善，持续扩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

成果。继续加大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的督查考核，

确保各医疗卫生机构有效落实基本药物采购供应、配备

使用、货款结算等关键环节政策措施，使基本药物制度

实施成果得以持续显现。不断丰富和完善基本药物制

度政策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基本药物免费

供应，逐步实现老年人、低保户等特殊人群在基层免费

使用基本药物，进一步提高基本药物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全面落实药品配备使用政策，在基层，坚持政府办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强化国家基

本药物配备使用的主导地位；适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技

术发展新要求和全面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新任务，规范开

展基本药物目录外药品申报采购，满足基层常见病、慢

性病防治和疾病康复治疗的需要。在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推动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使配备使用比例达

到规定要求，实现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衔接，方便

群众就医，规范用药行为。推进处方点评工作，充分运

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建立不合格、不合理处方预警、追溯

和惩罚机制，干预不合理用药行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处

方行为的规范性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

（二）坚持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新一轮药品集中采

购。去年，我省紧紧抓住国家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这一契

机，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顶层设计，出台４７
个医改文件，《２０１５年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
就是其中之一。今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落实，要按

照采购方案要求，蹄疾步稳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各项工

作。在省级评审入围环节，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完善

规范工作流程，依托省药品集中采购评审委员会和评审

监督委员会以及临床专家的力量，严格开展企业产品资

质审核、上限价制定、经济技术标和商务标评审、议价等

各环节工作，确保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在市级价格谈

判环节，要坚持按需带量采购，充分调动医疗卫生机构

积极性，注重发挥医保、食药监、物价等部门的作用，形

成谈判合力。目前，苏州、镇江两市已率先完成第一批

直接挂网产品的价格谈判，并取得预期成效。徐州、盐

城等市也已及时跟进，公示了采购方案。希望其他地区

积极行动起来，学习借鉴试点地区的成功做法，形成贴

近本地区实际的谈判方案，并尽快启动价格谈判工作。

在第二批产品省级入围后，各地各单位还将面临更为艰

巨的价格谈判任务。希望大家认真总结第一批挂网药

品的市级谈判经验，不断查找存在不足，进一步完善措

施，优化流程，规范操作，确保实现保供应、降价格的药

品集中采购目标。省药采中心要做好操作系统和采购

数据的技术支持，为各地价格谈判工作提供好服务。

（三）强化动态监测，切实保障临床药品供应。随

着医改不断深入，药品供应短缺成为当前社会反响强烈

的热点问题，刘延东副总理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切

实采取措施，全力以赴保障药品临床供应。近年来，我

省按照《江苏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方案》要求，对短缺

·５２·重要会议报告



药品采取分类管理的思路，通过询价采购、定点储备、调

剂使用等方式，较好满足了临床诊疗需要。今年，我们

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短缺药品监测网络，及时应

对并理顺供需矛盾，切实保障药品及时有效供应。一要

前移短缺药品监测阵地，在全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规模

型药品经营企业作为省级短缺药品监测哨点，具体承担

药品供应信息采集报送工作，提高短缺药品监测精度和

预警能力；二要提高储备企业反应水平和供应保障能

力，会同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对短缺药品省级储备点建

设情况进行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和医疗机构用药特点

适当调整优化储备点布局。三要根据新一轮药品集中

采购情况，及时研究制定新版省级短缺药品目录，编制

储备计划，由储备企业组织货源，供医疗卫生机构上网

采购。各地各单位要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继续加强对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需情况动态监测，并及时汇总上报

药品短缺信息。同时，配合做好省级短缺药品监测哨点

遴选和相关信息汇总报送工作，确保对短缺药品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保障临床用药需求。

（四）加大监管考核，着力规范药品和耗材采购行

为。加强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基础数据库建设管理，从

满足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和管理需求出发，进

一步加大信息系统开发，提升采购平台服务监管水平。

完善省市县联动、分级负责的药品（耗材）采购监管工

作机制，实时监控药品（耗材）采购双方购销行为，以及

采购计划执行、药品（耗材）配送和货款支付等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落实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管理

制度，强化供货企业行为自律，保证供应配送及时到位。

执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督促医疗卫

生机构认真签订并履行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做到遵

纪守法、诚实守信。今年，省级层面将在新一轮药品集

中采购结果上线后，及时完善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使

用管理办法，针对不同类型的机构，区别不同功能定位

作出相应采购使用规定，并将采购使用情况纳入单位综

合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和奖惩挂钩。同时，还将修订

药品供货企业配送积分考核管理制度，对药品生产企业

和承担配送的经营企业实行量化考核，定期公示，对超

过规定分值或违规受到处罚的供货企业实行市场清退。

各地各单位要配合做好这两项制度的起草调研和征求

意见等工作，确保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五）注重学习研究，不断增强药政管理工作能力。

一要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药政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

广、风险性大、社会关注度高，需要打造一支业务精干、

作风优良的管理队伍作为支撑和保障。全省药政系统

的同志们特别是卫生计生机构改革以后新到任的同志，

要切实加强对药政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理论等知识

的学习，不断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和依法行政水平。要深

刻认识加强廉洁自律的重要性、紧迫性，筑牢思想堤坝，

净化社会交往，坚守道德底线。在座的各位同志除了要

对自己从严要求，坚持按章办事以外，还要监管好本系

统的同志们，树立风清气正的良好行业形象。二要强化

药物政策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药品供应保障工作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调查研究，积极破解实践

难题。在省级层面，我们已经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药

品集中采购、短缺药品供应等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

行梳理分析，确立了６个方向研究课题。下一步，我们
将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组织动员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和

各高等院校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以进一步总结经验，开

拓思路，着力探索药政工作新路径、新举措，为制定完善

药政管理政策提供参考。三要加大培训工作力度。进

一步创新平台和载体，继续加强对医务人员基本药物合

理用药知识培训和考核，不断增强业务能力，提高合理

用药水平。

在全省基层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副主任　李少冬
（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

一、２０１５年全省基层卫生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略）
二、“十二五”基层卫生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略）

三、正确处理好基层卫生工作中的几大关系（略）

四、把建立基层首诊制度作为强基层的目标方向

（一）支持基层提供更多服务。基层能力强不强，

关键看服务利用。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正呈

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基层服务工作只有切合他

们的个性化需求，才能赢得群众信任和依从。对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而言，唯有提供更多更优服务，才能夯实

其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核心地位，基层医务人

员才会拥有更为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从实际需要看，

不论是小病、还是大病，首诊把关的职责都应落在基层。

“强基层”必须体现在服务提供上，一方面要把健康管

理工作做好做实，同时也要在政策制度上有所突破，鼓

励支持基层开展更多力所能及的服务，努力把更多患者

治疗留在基层。

（二）让签约医生掌握更多可分配的卫生资源。建

立基层首诊制度，取决于城乡居民对签约医生能力和服

务的认同。现阶段，基层医生的服务能力与群众的服务

需要还存在较大差距，强行将群众纳入基层首诊服务体

系，尚不具备条件。各地可从基层医生实施分诊、规范

转诊先行做起，统筹安排二、三级医院专科专家门诊号

源，提前提供给基层使用，落实基层上转患者优先预约、

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等便利措施，围绕签约对

象全程健康管理需求推进组合式服务，同时在医保额

度、用药目录范围、技能培训等方面向基层倾斜，这样就

能逐步提升重点人群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依从度，促进形

成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应有效整

合大医院专科医师和技术、设备等资源，以服务基层、做

强基层为主线，支持签约服务工作开展。上海市实施家

庭医生“管费用”工作，对签约居民在全市所有医疗机

构发生的医疗费用进行监管，使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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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守门人”；英国将 ＮＨＳ的８０％经费交由 ＧＰ为
主的ＣＣＧｓ管理。

（三）打造基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传统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等级分明，各级机构医务卫生人员准入要求

差距很大，这是基层留不住人才、难以做好健康守门人

的重要原因。中央要求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

疗卫生资源下沉，就是要打破这样的格局，强调依靠基

层、提升基层，逐步实现医疗卫生资源优质均衡配置。

在推进医联体建设过程中，各地要变输血为造血，不断

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建好基层队伍，不能过度依赖外援。

适应分级诊疗、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鼓励各地选择

一些条件较好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建区域性基层医疗卫生中心，发挥上引下联的桥梁纽

带作用，打造融区域资源集约利用、健康体检、实用技能

进修培训、信息数据交互等于一体的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

（四）改革财政补助办法。实践表明，现行政府财

力不可能把基层机构都包办起来，低水平的投入机制难

以支撑强基层目标的实现。适应群众多样化的服务需

要，切实扩大基层有效服务供给，在守住公平底线的同

时，应建立起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渠道的分担机制。在

保证政府基本投入的基础上，必须要改变财政补助办法

和政策导向，以提供服务的多少、优劣作为投入的依据，

充分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更多更优服务。

（五）完善基层服务价格政策。事实证明，大多数

群众在基层看病就医，并不优先考虑方便价廉，更为看

重的是质量保证。在维护基层机构公益性的同时，提升

基层服务质量必须解决好待遇留人问题。医疗服务收

费是基层的重要收入来源和补偿渠道。今后一个时期，

我们要重点处理好基层服务合理定价与群众实际支付

的关系。对于适合基层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应鼓励与

二类医院“同质同价”，并在医保支付政策向基层倾斜，

更好体现基层医护人员技术劳务价值，促进基层机构提

供更多性价比高的服务；对于一些新增个性化服务以及

延伸医疗服务项目，可实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

或与服务对象签订合同协商收取费用，进一步调动基层

医务人员积极性。

（六）大力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实际收入水平。基层

首诊的核心是人才。中央刚刚下发的《关于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强调：“研究制定鼓励和

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提高

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保障水平，使他们在政治

上受重视、社会上受尊重、经济上得实惠。”这为我们加

强基层卫生人才建设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基层卫生队

伍建设重培养轻使用，缺乏有效的人才使用激励政策，

基层卫生人员收入水平低，没有良好职业发展平台，导

致骨干流失严重，人员补充十分艰难。解决基层人才短

缺问题，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事薪

酬制度。一方面，要尽力提高基层卫生人员绩效工资水

平，不断缩小与公立医院的实际收入差距，尤其要抓紧

建设一支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骨干队伍，显著提高基

层岗位吸引力；另一方面，也要改革基层绩效工资分配

办法，赋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分配权，做到奖优罚

劣，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同时，还要动员基层医生积极

参与签约服务工作，保障签约医生按规定获取合理

报酬。

五、全面落实２０１６年基层卫生重点工作任务
（一）深化基层综合改革

去年，省六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针对近年来基

层卫生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政策调整和完善，各地务必要用好用足这

些来之不易的政策。近期，各县（市、区）要抓紧制定出

台具体贯彻意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再突破、再创新，细

化实化各项政策措施。省将这项工作列入了《２０１６年
度各市重点卫生计生工作目标管理指标》，明确要求各

县（市、区）应于今年上半年完成。一分部署，三分落

实。各地要根据深化基层医改要求，制定计划表、路线

图，加强政策培训和工作督导，全面推动财政补助、人事

编制、绩效分配、医保支付、价格管理等政策措施尽快落

地，并积极培育、树立一批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先进典型。

为做好基层医疗服务价格与公立医院价格综合改革的

政策衔接，今年省卫生计生委将联合省物价局开展调

研，出台政策措施，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的调价支持

力度。

（二）做实基层契约服务

立足于防治结合、健康管理，各地要把签约服务的

重心放到如何调动签约服务双方的积极性上，放到提升

履约率、续约率以及家庭医生定点就诊率等核心指标

上。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试点覆盖面。在农村地区，

进一步扩大试点乡镇、村范围，力争今年各县（市、区）

以乡镇为单位试点覆盖面达到５０％。在城市，积极扩
大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试点，省今年计划再扶持４０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市在此基础上也要进一步扩大

实施范围，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对试点工作要担负起牵头

主导职责；另一方面，要提高个性化签约率。加强统筹

协调，努力为签约医生争取更多可调配的卫生资源，鼓

励各地从慢性病管理、康复服务做起，建立“签约医生

服务联盟”，组建网上专病管理社群，为签约群众提供

有质量保障的服务。积极推进全科医生工作室建设，探

索签约服务双方自主灵活选择服务项目及价格谈判。

今年各市重点人群个性化签约率要力争达到１０％。省
将收集汇总各地个性化服务包，大力推广典型地区做法

经验。

（三）提升基层建设管理水平

一是要深入开展“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活

动。各市应选定２０％左右的乡镇卫生院作为本年度重
点建设单位，按照宣传发动、整改提高和总结验收三个

阶段要求开展活动，并按照辖区卫生院总数的 ８％ ～
１２％比例择优遴选按时报省审核。

二是要启动社区卫生服务提升工程。认真贯彻国

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提升工程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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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和提升服务

质量的指导意见》精神，根据国家印发的《社区卫生服

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２０１５年版）》，省将进一步细化工
作要求，研究具体实施方案，以评促建，提升社区卫生服

务水平。

三是要城乡联动培育特色科室。各市每年确定的

建设单位数量应不低于辖区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总数的１０％，并按照一院一策的要求打造服务品牌，
对于儿科、复康等一些重点或薄弱服务领域应优先纳入

建设范围。省将加大扶持力度，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

评出一批建设成效显著的基层特色科室，积极推动三级

医院临床重点专科与基层特色科室实施结对式帮扶，努

力提高对口支援的实效性。

四是要继续抓好省示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

和乡村一体化管理工作。年内计划建成省级示范乡镇

卫生院５０个、省级示范村卫生室２００个，乡镇卫生院领
办村卫生室达到７０％，各地要统一组织建设，做到严控
数量、确保质量、宁缺毋滥。适应新的形势，为不断完善

“１５分钟健康服务圈”，我们鼓励各地大力推进区域性
基层医疗卫生中心建设，在医疗服务能力方面可参照二

级医院水平建设，同时依托其作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

支撑作用，积极推进基层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提高均

质化服务水平。

五是要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提升工

程和“三个一”工程。这两项工作已经在全省规划与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作了部署，主要是提升综合业务系统的

互联互通、务实应用水平，支持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有效

互通应用，支持远程医疗系统、分级诊疗系统建设，支持

居民健康卡发挥应用功能，支持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

构建，支持家庭医生制度、签约服务制度健康发展。各

地、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主动参与，积极推进。

（四）抓好基层卫生队伍建设

今年要重点推进基层卫生骨干队伍建设，根据省六

部门进一步深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

意见精神，各地要积极实施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骨干

遴选计划，基层骨干人员遴选及聘用条件由地方卫生计

生等部门制定，省里已设立专项补助资金，积极引导和

支持此项工作的开展。为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华全国总工

会决定今年以“竞技练兵，展我风采”为主题，开展全国

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我省的实施方案将

于近期印发。各地要按照全员动员、全员培训、全员参

与的要求认真组织做好本地活动工作，切实将活动打造

成培养卫生计生战线能手、标兵的平台和载体，树立

“学技术、当能手、创一流”的良好风气。在基层卫生人

员培养培训方面，今年全省将继续组织７００名乡镇卫生
院技术骨干到县级医院务实进修，安排３２００名乡村医
生到县、市级医院参加实用技能进修，并启动新一轮农

村医学生订单定向免费培养。按照国家要求，今年还要

开展规范全科医生执业注册工作，各地要于今年６月底
前完成现有符合条件人员的注册变更工作。

（五）提升新农合制度水平

一是调整完善新农合补偿政策。２０１６年，我省新
农合最低筹资标准提高到人均５４５元，其中各级财政补
助标准不得低于４２５元，增长幅度高于国家增长水平。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充分发挥统筹管理医疗保障与医

疗服务的优势，在深化医改中注重各项政策协同支撑、

有效衔接，促进新农合保障效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人

民健康水平共同提高。要优化统筹补偿方案，明确参合

对象基层首诊的相关规定，实施差别化的报销比例和起

付线政策，并积极扩大门诊统筹基金规模，报销政策向

基层签约、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种以及日间手术倾

斜，引导参合居民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在开展

新一轮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承办机构招标工作中，要以市

为单位统一组织实施、统一大病保险政策，筹资标准提

高到人均不低于３０元，合理设定大病保险起付线，适当
扩大合规医疗费用范围，鼓励支持补充商业健康保险发

展，切实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要落实各级党委政府

精准扶贫的要求，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报销政策适当倾

斜，降低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标准，做好与医疗救助、疾

病应急救助和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无缝衔接，切实减轻

贫困人口个人医疗费用负担。

二是提高新农合管理服务水平。２０１６年总理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改革

医保支付方式，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

结算。对纳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国务院将严格督查

问责，各地对此要高度重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这项工作将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实

施，我委将指导各地科学制定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

施方案。要大力推广新农合“管办分开”，创新基本医

保经办管理，鼓励以市为单位整体推进，暂不具备条件

的市要在不少于１／３的统筹地区开展试点，确保达到我
委年度工作管理指标要求。今年，省将继续全面推进省

级联网医院“六统一管理”，目前省已建立依托商业保

险公司开展资金结算服务机制，完成基本用药目录、诊

疗项目目录整合，南京、盐城、扬州等市也已出台具体实

施办法，下一步各统筹地区要落实网上转诊、即时结报、

资金结算等相关管理要求，加快实施商业保险机构在

省、市级联网医院驻点服务，全面实现转诊住院患者省

内异地就医即时结报。要积极做好新农合跨省就医费

用核查和结报工作，二级以上医院要通过市县区域卫生

信息平台向省平台上传住院患者病案首页信息，并明确

专人负责协助省外新农合患者就医信息核查，省还将通

过对接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进一步扩大跨省联网结报

试点。要探索新农合管理平台与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

台有效对接，支持上级综合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签约家庭医生无缝对接，推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住院

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实现网上会诊与转诊、预约挂号与

住院、多种支付应用以及联网医院服务评价等功能，方

便参合居民就医。

三是深化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各地要把支付方

式改革作为引导规范医疗行为、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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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公立医院体制创新的有力杠杆抓紧抓好。要进一

步巩固扩大县级支付方式改革成果，鼓励各地选择一些

适合基层治疗的常见病、多发病，实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与二类医院同一病种同一定价差异化补偿；以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和结核病防治管理为突破口，探索

按病种打包、上下联动的办法，推动建立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模式。要以省市级公

立医院专科（专病）诊疗中心、临床重点专科为突破，不

断扩大按病种收付费改革实施范围。２０１６年，实行按
病种收付费的病种数量在省一级联网医院总数不少于

１０个，各地市级联网医院总数不少于５个，各统筹地区
内不少于３０个。对于按病种收付费的病种，显著提高
实际补偿水平，国家规定的重大疾病确保达到７０％左
右，其他按病种收付费的病种县级结算比例应达到

７０％左右，市级达到６０％左右，省级应达到５５％左右。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把公立医院按病种付费改革

与医院等级评审复核及重点学科、重点专科、重点人才

建设等相挂钩，调动医院参与按病种付费改革的积极

性。要建立新农合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器械生产

流通企业的谈判机制，通过谈判确定按病种付费病种、

特殊药品耗材等新农合支付价格，开展新农合药品支付

标准制定和试点。

（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完

善机制、强化考核、稳定数量、提升质量。今年是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质量提升年”。

一是创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模式。２０１６年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经费提高到５０元。各县（市、区）
要按农村人口补助资金不低于４０％的比例设立村级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池，对于乡村医生提供的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实行按季预报、打卡发放、年度考核

结算。要优先将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以及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７岁以下儿童等重
点人群纳入家庭医生（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范围，２０１６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提高部分主要用于签约

服务，调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居民参与积极性，促进

做细做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积极构建以城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综合医

院协同服务的“三位一体”综合防治管理服务模式，明

确三方职责任务，持续推进技术、业务上的深度合作，实

现预防、诊治和管理的有机结合，切实提高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质量。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促进服务模式转变

与服务流程规范的支撑作用，加快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为基础的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充分涵盖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基本功能，将查阅电子健康档案作为医生开

展医疗卫生服务的首要程序，力争年底前实现以县为单

位基本做到健康档案更新与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实时同

步。要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制，遵循

“费随事走”的原则，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有序

引导符合条件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供给，优先将一些以居民个体为服务对象的项目纳

入购买服务实施范围，结合签约服务工作的开展，促进

各级政府安排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有效转化为服

务。鼓励各地积极开展服务模式创新，省级项目联系点

要围绕重点探索创新领域持续深化提升，省级专家技术

指导组要加强跟进指导，在全省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

得到百姓认可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新模式。

二是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今年我省

将迎接国家绩效考核，去年在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

理培训班上已经作了特别强调。今天，我再次要求各

市、县要把迎接国家绩效考核作为近期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

任，落实问题跟踪与整改机制，全面打响迎考工作的攻

坚战。近期，各市要对所有县（市、区）完成一次全面考

核，力求问题查找全面真实，整改落实严格到位，各市绩

效考核结果于４月２０日前报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
处。４月份，省将研究制定省级绩效考核方案，组织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省级专家库成员进行绩效考核培训，统

一考核程序与评分标准。５月份，省将抽调省级专家库
成员，模拟国家考核方法，对全省所有县（市、区）进行

一次全面考核，考察各地项目实施与考核工作的总体情

况，重点核查市、县级考核结果真实性，进一步查找问题

和薄弱环节，摸清全省面上底数，全面做好迎接国家考

核的各项准备。６月份，省将根据考核结果结算 ２０１５
年度项目补助资金，并组织有关专家对问题突出地区进

一步加强整改指导，确保项目服务符合国家考核标准要

求。同时，省将制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题宣传片

下发各地，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力争在电视、地铁、公交等

公众媒体开展公益宣传，各地要注重配合省在地方电

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平台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主动

向社会宣传项目的政策措施和群众受益的典型事例，让

广大群众知晓政策、接受服务和支持工作，不断提高居

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在全省妇幼健康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摘要）
副巡视员　洪　浩
（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

一、充分肯定２０１５年和“十二五”全省妇幼健康工
作成绩（略）

二、深刻认识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从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将卫生计生工作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位置强力推进，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的战略决策，在国家层面对妇幼健康事业健康发展

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

和全球妇女论坛上承诺，中国将全面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目标，再次将妇幼健康工作提

高到了国家发展和政治承诺层面。李克强总理多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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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卫生计生、医改等会议上

多次强调要强化妇幼健康服务。省委省政府也将妇幼

健康纳入深化医改省级综合试点、建设健康江苏和现代

医疗卫生体系等重点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和政府对

妇幼健康工作的新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机遇

意识，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动妇幼健康事业跨越式

发展。

从人民群众的期盼看，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

出生人口数量将逐步增加，高龄、高危孕产妇也将随之

增多，产儿科床位和人员紧缺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危

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任务进一步加重，妇幼健康服务

的数量、质量和安全也将面临新的挑战。面对群众的新

期盼，妇幼条线也要着力深化供给侧改革，扩大有效和

优质服务供给，更好地适应群众的需求变化。一方面，

立足当前，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转变理念，注重人

文，优化流程，规范服务，为她们提供更加安全、温馨和

便利的服务。另一方面，着眼长远，以需求为导向，优化

调整资源结构，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扩充城市产科、儿科

服务供给，缓解城市医疗机构“一床难求”的矛盾。加

强妇幼专业人员的培养，提高危急重症救治能力，保障

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安全。加强出生缺陷防治，促进优

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从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任务看，当前，妇幼健康事

业改革发展的政策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基本完成了制度

设计，特别是在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体系建

设、编制管理、补偿机制、医药价格等诸多领域，都取得

了重大突破，打破了制约事业发展的枷锁，解决了多年

来基层发展方向不明、缺人、缺钱等深层次难题。这些

政策措施如能落实到位，必将极大地增强妇幼健康事业

的发展活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政策出台到

落地，打通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难的。各地要认清形

势，抓住机遇，变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用责任担

当、改革精神和务实作风认真抓好落实，狠抓政策措施

落实到位，使这些好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变成促进

事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为全省面上改革探索有益

经验和做法，共同推进妇幼健康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扎实做好２０１６年妇幼健康重点工作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开局

之年，也是深化省级医改试点、建设健康江苏的关键之

年。做好妇幼健康工作，意义重大。为此，要着力做好

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以规划为引领，进一步明确妇幼健康事业的

发展方向。一要科学谋划事业发展规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 完善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妇幼保健能力建设。当

前，省级也正在编制“十三五”卫生与健康、医疗机构设

置和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发展等规划。各地要以此为契

机，认真谋划事业发展规划，做好与省级规划的衔接。

要重点规划好市、县两级妇幼保健院建设，力争年内全

省新建１０所左右二级妇幼保健院，至“十三五”期末，

省辖市建成三级、常住人口５０万以上的县（市）以及涉
农区建成二级妇幼保健院。要强调的是，各级妇幼保健

院必须政府举办、独立建制。这既是国家政策要求，也

是我省法律制度的规定。二要科学谋划产儿科设置规

划。目前，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床位使用率均超过国

家规定的安全上限。根据我省今后几年出生新生儿平

均数，结合现有资源配置和利用状况，全省产儿科床位

的实际缺口分别近１万张和０８万张。这需要我们立
足于全行业，统筹考虑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产儿科发

展规划，多措并举，逐步解决。各地要以深化医改和资

源整合为契机，合理规划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产儿

科床位设置，重点加强对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

院以及社会资本举办的妇产和儿童专科医院产儿科建

设的规划指导，争取年内产儿科床位在现有基础上增长

５％左右。三要科学谋划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学
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是妇幼健康事业健康发展的核心要

素，也是当前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全省产儿科床

位和医生平均配备比例远低于国家标准要求，人员数量

缺口更大。特别是妇幼保健机构卫技人员结构不合理，

高素质人才缺乏。“十三五”期间，我委将继续以学科

和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科研项目和新技术引进奖评审为

抓手，推动妇幼保健技术发展。２０１６年，将启动新一轮
省级评审工作。各地要配合做好第一周期重点学科、重

点人才管理，并积极做好第二周期的推荐工作，合力打

造我省妇幼保健科技和人才“高地”。

（二）以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完善妇幼健康工作的

政策措施。一要落实公立医院改革政策。各地要大力

推进编制管理、薪酬制度、医疗服务价格、药品采购使用

管理、政府投入和绩效考评等公立医院改革任务在妇幼

保健机构落实，促进良性运行机制建立。市、县两级妇

幼保健所也属于公立医疗机构，要尽快落实药品网上集

中采购、统一配送和零差率销售政策。各地要统一思想

认识，以县为单位，根据妇幼保健所和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指导站合并后的药品使用总量，进行药品差价测算，

争取合理补偿，不能把妇幼保健机构作为非医疗机构游

离于改革之外。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完善内部分配机

制，绩效考核政策要向产科、儿科、助产、保健服务等岗

位倾斜。二要规范机构内部运行管理。去年底，国家卫

生计生委陆续印发了《关于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标准化

建设与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各级妇幼健康服务

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这是争取政府对妇幼保健机

构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支持的重要政策依据，各地要

充分利用，积极争取政府更大力度支持。但这些文件如

何结合我省实际贯彻落实，还需要认真研究，深入探讨。

我们计划４月底前分层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上半年初步拟定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以及

第四周期等级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标准，下半年开展试评

审。三要推进分级服务制度建设。去年，我省妇幼健康

项目分级服务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我委将制订下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女儿童保健和计划生育门诊规范

化建设标准，推动基层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各地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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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定项目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分级服务项目范围，将基

层服务量占比、双向转诊率等指标作为对各类机构绩效

评价内容，采取医保引导等综合措施，引导患者就诊向

基层流动。年内以省辖市为单位，分级服务制度要实现

全覆盖。妇幼健康联合体对于分级服务的顺利实施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地要在进一步探索市区一体、县

乡村一体合作模式，扩大联合体覆盖范围。

（三）以质量为核心，进一步改善妇幼健康服务水

平。一要进一步强化依法监管。我委已将省级医疗保

健机构和人员助产技术、计划生育技术等行政审批与日

常监管等权力下放给省辖市。各地要认真做好下放项

目的承接工作，防止监管“缺位”。对省级审批的产前

诊断、人类辅助生殖等专项技术，要配合做好许可事项

预审等工作，并履行日常监管责任。要建立妇幼健康服

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机构按照核定科

目提供服务，人员按照注册的执业范围开展工作。要加

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代孕”、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

等违法违规行为。二要建立危重孕产妇与新生儿救治

中心。今年国家和省都将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

心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并给予资金支持。各地要选择硬

件条件完善、技术力量较强、接产量较大的医疗保健机

构，建设区域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中心，并集中

区域内优质妇产科和新生儿医疗资源，建立救治组织，

完善转诊会诊机制，畅通急救绿色通道。加强专业人员

培训，提高危孕产妇和高危儿救治水平，切实保障母婴

安全。年内省、市两级急救中心建设全覆盖，县级急救

中心建设覆盖率达５０％以上，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
控制在预期范围内。三要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重

点是完善政策措施和协调工作机制，健全初筛、转诊、确

诊和随访相互衔接的服务网络。做好一级预防，加强宣

传教育，提高群众优生优育意识。推行免费婚前医学检

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确保年度目标人群覆盖率分别

保持在８０％和９０％以上。做好二级预防，加强产前筛
查／诊断质量控制，规范高通量基因测序应用管理；加强
产儿科质量管理，降低产伤和新生儿窒息的致残率。做

好三级预防，提高新生儿疾病筛查质量，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增加疾病筛查病种，确保全省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

率控制在４‰以下。
（四）以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妇幼健康

服务的感受度。一要全面开展优质服务创建。深化妇

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创建活动，围绕领导重视、规

范管理、服务质量、指标落实和人民满意等“五好”目

标，以体系建设和深化改革为重点，强化政府责任落实，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打造妇幼健康优质服务品牌。要以

便民利民为宗旨，推进互联网 ＋妇幼健康，进一步完善
妇幼健康预约挂号、候诊时间预告、结果查询、远程会诊

等服务功能。落实国家有关产科和新生儿安全管理的

规定，推进产妇分娩信息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

工作，建立爱婴医院动态管理机制。年内争取建成８～
１０个省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市、区）。二要规
范实施妇幼健康项目。继续实施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落实财政专项投入，确保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和农村妇女“两癌”检查人均补助标准分别不低于５００
元和１２８６元。明确项目办公室工作要求，加强关键
技术培训，落实绩效考核等管理任务。进一步规范孕

前优生筛查项目服务，提高风险评估和实验室质量检

验能力。探索药具发放的“零仓储”和“实时配送”，降

低药具存储成本，提高药具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不

良反应监测，保障目标人群生殖健康水平。加强再生

育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做好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

三要规范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把０～３岁婴幼儿早期
发展作为儿童保健服务内容的拓展，与财政、教育等部

门建立协作工作机制，以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创建

为抓手，建立以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覆盖城乡、

体现公益性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体系。坚持养与育结

合，注重对带养人的指导和帮助，做好儿童早期发展技

能的传授，在全社会形成科学育儿的良好氛围。加强

儿童早期发展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省级今年将举办儿童早期发展师资培训班，加强儿童

早期发展队伍建设。

（五）以双增强为目标，进一步加快妇幼健康资源

整合进度。一要明确资源整合主导模式。根据国家资

源整合原则，我省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资源整合的

主导模式为：市、县级，将原妇幼保健院（所）与计划生

育技术指导中心整体合并，新成立机构以妇幼保健院为

第一名称、增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牌子的模

式。乡、村级，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技术人员和职能

全部整合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政策咨
询等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职能交由计生办等管理部门。

这里强调两点，一是整合后的新建机构，必须坚持政府

举办，独立建制。二是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妇幼保健所

从保健院中剥离出来单独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整

合。这是贯彻执行《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的底

线。二要准确把握４项整合重点。首先，要科学核定人
员编制。市、县级，计划建设妇幼保健院的，要按去年省

编办等６部门出台的《关于创新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管
理的实施意见》标准核定；暂不具备开设床位的机构，

执行１９８６年卫生部劳动人事部的《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编制标准》。乡级，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编制，原

则上按照“编随事走”的要求划转。其次，要合理安置

人员。坚持“人人有岗、人岗相适”的安置原则。市、县

级，原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实行“老人老办法”，

不改变原有编制性质及经费拨付渠道，在职时实行同工

同酬。乡级，原计划生育机构中的技术人员，原则上按

照“人随事走”的要求安置；对非专业技术人员，在尊重

其个人意愿基础上，结合其能力与实际工作需要，统筹

安排。第三，有效利用房屋资产。原妇幼保健机构和原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房屋、设备等各类资产，全部

划归整合后的新机构或乡村卫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调配和使用。对于房屋等不动产，可采取置换等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满足远期发展需要。第四，完善服

务功能。整合后的新机构要同步完善妇幼保健、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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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相关临床医疗服务功能，按执业许可范围提供服

务，并严格执行项目收费政策和标准。三要准确把握整

合序时进度。国家要求市、县两级年底前要全部整合到

位。目前，我省工作进展与国家要求有较大差距，各地

要抓紧制定工作方案和工作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倒排

序时进度，抓好任务落实，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年底前市

级全部整合到位，县级整合到位率达到６０％以上。原
则上市级整合今年１０月底前完成，有条件的地区要加
快工作进度。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推进难度大、涉及面

广，希望各地加强与我们的沟通。我委力争早日下发省

级指导意见，并加强对各地的针对性指导。

（六）以制度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改进妇幼健康行

业作风。一要建立宣传教育制度。加强先进典型的挖

掘和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开展全员

培训，加强《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教育培训，

提高机构和个人遵守规范的自觉性，提升全行业医德医

风水平。将职业行为规范纳入对机构和个人的考核考

评之中，督促医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二要完善风险防

控机制。强化底线思维，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对职

务权力和职业权力运行过程进行监控，对重点环节和关

键部门进行廉政和行风风险防控。以反腐倡廉建设和

落实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等内容为重点，开展

妇幼保健院巡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实。

省级年内将适时开展市级妇幼保健院巡查工作。三要

健全外部监督制度。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向社会公布服务项目、行风建设

措施等信息，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完善群众投诉举报受理、查处、反

馈机制，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完善和加强行风建设，提高

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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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与法规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３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

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

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民，以及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

的人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政府

明确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由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负责的目标管理责任制。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可以与本管辖

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签订计

划生育管理责任状。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控
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

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扶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的社会、经济政

策，应当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
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

民的合法权益。

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
的义务。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

第二章　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本行政

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并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和组

织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当规定控制人口数量，

加强母婴保健，提高人口素质的具体措施。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

案的日常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提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落实措施，

共同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一条　发展改革、卫生和计划生育、公安、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教育、统计等部门，应当相互提

供有关人口数据，实行信息资源共享。

第十二条　卫生和计划生育、教育、新闻出版广电
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负有开展人口与计划

生育的社会公益性宣传的义务。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
责本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人口

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第十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村（居）民自

治内容，及时公布具体落实方案，接受村（居）民的监督。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有负责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的专（兼）职人员。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当明确一名负
责人，主管本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企业的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负责

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

的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

规章；

（二）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避孕节育措

施及奖励等各项经费；

（三）确定负责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机构或者专

（兼）职人员，督促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工作；

（四）保障实行计划生育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城市应当依托社区，建立属地管理、单
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管

理机制，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

体系。

第十七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
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

管理为主。现居住地政府应当将流入人口纳入本地经

费投入的总人口基数计算。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将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费投入给予

重点扶持。

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的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避孕药具免费发放供应管理
制度和零售市场经营管理制度，具体办法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二十条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一）一方婚前未生育，一方婚前已生育过一个子

女，且双方婚后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双方婚前合计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且没有

共同生育子女的；

（三）已生育的两个子女中，有经病残儿医学鉴定

机构鉴定为病残儿，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依法收养的子女，执行本条例规定时，不计入生育

的子女数。

第二十一条　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再
生育一个子女后，其中一个子女死亡，夫妻仍符合本条

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除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和本条例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外，其他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的特殊情形，由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第二十二条　夫妻双方为归侨或者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在本省定居，夫妻

双方所生育的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执行本条例规定

时，不计入生育的子女数。

夫妻一方为本省居民，一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或者外国人，本省居民的

配偶一方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双方婚后生育的子女不

在内地定居的，执行本条例规定时，不计入生育的子

女数。

第二十三条　生育两个以内子女的，由夫妻自主安
排生育，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

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第二十四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子女的
夫妻，共同向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

市街道办事处书面提出再生育要求。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收到

书面再生育要求和有关证明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

审核意见，报所在地的县（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县（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

到审核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完毕，符合条件的，发

给生育证，并予以公布；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

并说明理由。

省、设区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

再生育审批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避孕节
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

第二十六条　外省迁入本省的公民，迁入前已取得
当地批准再生育子女证明的，应当允许其生育。

第四章　奖励扶助与社会保障
第二十七条　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在享受国

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十天。

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
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

三十天，男方享受护理假十五天。

前两款规定的假期视为出勤，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

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国家法定休假日不计入前两款规

定的假期。

用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给予其他优惠待遇。

第二十八条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可以按照规定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依法收养

一个子女后不再生育的，以及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其中

一个子女死亡，以后不再生育的，可以按照规定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者，按照规定继续享受

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相关奖励扶助。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者，独生子女发生意外

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

第二十九条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者，从领
证之年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每年各领取二十元以上的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或者在领证时按照上述标准一次

性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奖励金的具体标准由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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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的领取，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由其所在单位

支付；

（二）农村居民由乡（镇）财政支付，县（市、区）财

政给予适当补助；

（三）其他人员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财政

支付。

第三十条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职工，在
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以按照其退休前月工资的百分之五

每月增发退休金，也可以由所在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或

者为其办理补充养老保险，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

规定。

第三十一条　根据政府支持和农民自愿的原则，采
取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出资等多种形式，在农村地区

逐步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及其他有利于计划生

育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已经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村地区，应当优先为

只生育一个女孩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

办理养老保险。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农村中

只生育一个女孩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特困

户优先给予救济和帮助。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实行计划生育
的夫妻或者家庭，在发展经济、扶贫以及独生子女入托、

入园、入学、医疗、安排宅基地等方面制定的奖励、优惠

规定，有关单位应当执行。

第五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三十三条　实行婚前医学检查，开展有关遗传性

疾病的常规筛选，防止或者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婴

儿健康水平。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建立计划生育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
服务制度，普及避孕节育、生殖科学知识，鼓励开展计划

生育生殖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为公民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公民生殖健康

水平。

第三十五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优势互补的原

则，在各自的职责和执业许可证批准的服务范围内，开

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从事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服务人员，应当依法取

得相应的执业资格，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申请注册

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提倡公民以避孕为主实行计划生育。
公民享有对避孕方法的知情权、选择权。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指导育龄夫妻选择安

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措施。

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选择长效避孕措施。

第三十七条　禁止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
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禁止非医学需要选择

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三十八条　接受节育手术的公民，凭医疗单位的

证明，可以按照规定享有相应的假期。

第三十九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
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

基本项目包括：避孕药具发放；孕情、环情监测；放置、取

出宫内节育器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人工流产

术、引产术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输卵管结扎

术、输精管结扎术及技术常规规定的医学检查；计划生

育手术并发症诊治。

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所需的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基本项目费用，由地方人民政府分级负担，以县

（市、区）为主。

城镇实行计划生育的职工，所需的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基本项目费用和生育费用，参加生育保险的，在生育

保险基金中支付；未参加生育保险，但已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的，在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未参加生育

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由单位支付。实行计划生育的

国家公务员，所需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本项目费用和

生育费用，在医疗补助经费中支付。城镇其他人员所需

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本项目的费用由县（市、区）财

政支付。

第四十条　对因施行节育手术而引起的并发症或
者医疗事故的鉴定与处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执行。

经鉴定为节育手术并发症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和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负责治疗。医疗机

构证明需要休息的，休息期间视为出勤，不影响工资及

福利待遇。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的，由单位和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排好生产和

生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男女

双方应当分别依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和本条例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不享受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待遇。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城镇居民以子女出生前一年设

区的市或者县（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计征

的基本标准；农村居民以子女出生前一年乡（镇）农村

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计征的基本标准。实际收入

是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二倍以上的，除按照本条例第三款规定缴纳社

会抚养费外，对其超出人均收入部分还应当缴纳一倍至

二倍的社会抚养费。

依照本条例第一款规定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具

体标准是：

（一）不符合本条例规定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

基本标准的四倍缴纳社会抚养费；

（二）不符合本条例规定多生育二个以上子女的，

按照基本标准的五倍至八倍缴纳社会抚养费；

（三）非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基本标准的零点

五倍至两倍缴纳社会抚养费；

（四）非婚生育二个以上子女的，按照基本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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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至八倍缴纳社会抚养费；

（五）重婚生育的，按照基本标准的六倍至九倍缴

纳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决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

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社会抚养费应当上缴国

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

第四十二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再生育子女条件，但
未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领取生育证怀孕的，应当

补领生育证；生育时仍未领取生育证的，按照本条例第

四十一条规定基本标准的百分之二十缴纳社会抚养费。

第四十三条　夫妻不得以子女已送养为由要求再
生育子女，再生育子女的，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
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据职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有关

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

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

娠的；

（三）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第四十五条　不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职责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可以通

报批评，对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公民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其所在的工作单位以

及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有管理责任的负责人当年不

得被表彰或者奖励。

第四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拒绝、阻碍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公务，或者侮辱、威胁、殴打依法执行公务的计

划生育工作人员，构成治安管理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单

项管理规定。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８日江苏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

废止。

江苏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

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规划
（省政府办公厅 苏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６４号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十三五”时期，是江苏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

神、推动“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取得重大进展的关

键时期，是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积极探索

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阶段，也是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打造

“健康江苏”的关键阶段。根据国家《“十三五”卫生与

健康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和《江苏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本

规划。

一、规划背景和发展形势

（一）发展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我省医疗卫生事

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

重要贡献。

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７７５１岁，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降到３３０‰
和４６４／１０万，主要健康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财政卫生投入连续五年增幅超过

２０％，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２９％
以下。

公共卫生工作成效明显。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人均补助标准增长到４０元以上，服务内容扩大到
１２大类４５项，实现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城乡居民全覆
盖。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得到较好落实。血吸虫病、

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十二五”规划目标

顺利实现。人口计生事业发展取得新进展。人口自然

增长率稳定在３‰以内，出生政策符合率保持在９５％以
上，平稳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

达到预期目标。

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建成覆盖城乡的“１５分
钟健康圈”。全省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

师）２３７人、注册护士２５６人，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
３．１人，每千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５１９张。社
会办医疗机构占医疗机构总数的３０７％，多元化办医
格局初步形成。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积极

推行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深入实施“科教兴卫”工

程，推进高层次卫生人才“六个一”工程，大力引进海内

外卫生人才。重点专科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肝肾移

植、脊柱外科等学科专科诊疗技术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启动实施全民参保登记，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７％以上。建立居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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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筹资机制，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均年财政补助标

准达到３８０元。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建立基
本医保转移接续和异地结算制度。

江苏作为全国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医改各项工作全

面推进。城市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全覆盖，公立医

院全面实施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政

策，全民医保制度基本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实现基层全

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逐步巩固，推行乡

村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服务和健康团队服务。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实现全覆盖，启动“三个一”工

程和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

（二）机遇和挑战。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实现健康长寿，是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卫生与健康发展，提出“健康

中国”建设战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将卫生与健

康发展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并首次发布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省委、省政府全面部署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打造

“健康江苏”的工作任务，卫生与健康发展的目标方向

更加明确。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好生活的

追求激发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为健康服务创造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产业发展提出新任务。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卫生与健康

工作转变发展方式、创新服务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卫生

与健康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同时，“十三五”时期，我省卫生与健康发展也面临

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流动频繁，两孩政策

实施，进一步加大了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压力；经济社

会转型中居民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快速变化，相关疾病

和危险因素成为主要的健康问题；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相

对不足，布局结构不合理尚未根本改变，基层服务能力

仍是短板，医疗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立医院科学的补偿机制、运行

机制、人事薪酬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综合监管制度有

待进一步健全。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和全民健康水平提高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并自

觉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真贯

彻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围绕“健康江苏”建设，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以促

健康、转模式、强保障为着力点，加快构建现代医疗卫生

体系，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更加注重提高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加注重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

沉，实现发展方式由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

变，推动我省卫生计生与健康事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共享发展。把健康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为根本目的，以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健

康策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

务，努力让群众少得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更方便看病。

２．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共同发展。落实政府办医责
任，强化政府保基本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

实施政府和社会“两轮驱动”，促进多元化共同发展，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医疗卫生事业，满足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３．坚持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按照增强公益
性、调动积极性、促进可持续的要求，紧紧围绕保基本、

强基层、建机制，落实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深

入推进省级综合医改试点，更加注重卫生事业全面发

展，推动健康产业加快发展，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和服务

模式转变。４．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协调发展。紧紧围绕
建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从城乡居民面临的主要健康问

题入手，促进卫生与健康在城乡、区域、防治之间的协调

发展。

（三）发展目标。

“十三五”期间，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总体目

标是：坚持在全国“率先领先”的基本定位，全面完成省

级医改试点的各项目标任务，深入推进“健康江苏”建

设。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全
民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医疗卫生监管五位一体的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

发展和健康服务整体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城乡居民健康

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健康江苏”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全面推进

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

２４％以上，居民体质合格率达９３％以上；社会办医规模
进一步扩大，推进健康产业发展，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

求得到有效满足。———城乡居民主要健康水平进一步

改善。人均期望寿命接近８０岁左右，孕产妇死亡率、婴
儿死亡率保持较好控制水平。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疾病防控能力提升，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布局

合理、优质高效，医疗保障体系覆盖城乡，药品供应保障

体系公开透明，医疗卫生监管体系监管有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实行医疗、医

保、医药联动，“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

的医疗卫生运行新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多元投

入机制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

革进一步深化。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资源总量适

度增加，城乡区域资源配置更趋均衡，卫生人才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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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总量适宜、结构更优化。到２０２０年，每千常住人口床
位数达到６１张，其中社会办医每千常住人口床位不低
于１５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
数分别达到２５７人和３３４人，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
数不少于３５名。基层能力建设全面达标，儿童、妇幼、
康复、精神等薄弱专科建设显著改善，中医药发展整体

实力保持全国领先，医学科技能力进一步增强，“智慧

健康”服务水平全面提高。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继续保持人口适度增长，完善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和家庭发展福利政策，有效控制出生缺陷发

生率，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趋向平衡。

主要发展指标

领域 序号 主要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指标性质

健康水平

１ 人均期望寿命 岁 接近８０ 预期性

２ 孕产妇死亡率 ／１０万 保持较好控制水平 预期性

３ 婴儿死亡率 ‰ 保持较好控制水平 预期性

４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保持较好控制水平 预期性

疾病防控与

爱国卫生

５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
％ ≥９５ 约束性

６ 肺结核发病率 ／１０万 ≤３５ 预期性

７
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

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
％ ≤１１ 预期性

８ 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 ％ ≥８５ 预期性

９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 ≥２４ 预期性

１０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 ９５ 约束性

１１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 ≥９０ 约束性

１２ 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 ≥９０ 约束性

１３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 ≥８０ 约束性

１４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食品类别的覆盖率 ％ １００ 约束性

卫生监督 １５ 人口自然增长率 ‰ ５左右 预期性

计划生育 １６ 三级医院平均住院日 天 ８ 预期性

医疗服务

１７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的比重 ％ ≥６５ 预期性

１８ 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 ％ ≤１０ 预期性

１９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６．１ 预期性

资源配置

２０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２．５７ 约束性

２１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 人 ≥３．３４ 预期性

２２ 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 人 ３．５ 约束性

２３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医保支付比例 ％ ≥７５ 预期性

医疗保障
２４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 ２８左右 预期性

２５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规范化建档管理率 ％ ≥８０ 约束性

智慧健康 ２６ 县级以上医院面向基层远程医疗服务比例 ％ ≥７０ 预期性

　　三、主要任务与重点工作
（一）构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

１．加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拓展服务内容，逐

步提高人均经费补助标准。到２０２０年，全省人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高于国家规定标准。实施“流

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程”，流

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９０％以上。
２．推进防治结合。积极整合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强

化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综合医

院和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重大

疾病防控机制，以预防为主，实现功能互补、防治结合。

３．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健全完善传染病监测系统，
提高各类传染病的早期发现、诊断和处置能力。扎实开

展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加

强艾滋病检测和随访管理，诊断发现并接受规范随访服

务的感染者和患者比例达８０％以上。进一步加大一般
就诊者肺结核发现和耐多药肺结核筛查力度，推进肺结

核患者全程随诊管理。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全部达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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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阻断标准，基本消除血吸虫病危害。有效应对霍乱、

麻疹、流感等重点传染病疫情，保持传染病防控的平稳

态势，实现消除疟疾、消除麻风病危害目标。保持消除

碘缺乏病和基本消除饮水型地方性氟、砷中毒危害。进

一步落实扩大儿童免疫规划，加强疫苗采购和预防接种

管理，推进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到２０２０年，适龄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稳定在９５％
以上。加强人畜共患病综合防治，强化动物源性传染病

的源头治理。加强重点职业病监测和职业健康风险评

估，加强省、市、县三级职业病防治管理。继续开展防盲

治盲和防聋治聋工作，维护残疾人健康。

４．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慢性病防治服务网
络，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管理，８５％以上的县
（市、区）建成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开展慢性

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加强全人群死因登记报告和肿瘤

登记报告，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提高早诊早治

率。加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管理和服务，

完善对癌症等患者的随访和康复指导。

５．加强妇幼卫生保健和生育服务。按照省、市、县
三级政府都要办好一所独立建制的妇幼保健计生服务

机构的要求，积极推进各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资

源整合，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妇幼保健计生服务机构健全率
达到９５％以上，６０％以上的县（市）和涉农区建成独立
建制的妇幼保健计生服务机构。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

程。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门诊

建设和管理。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和残疾儿童康复。

加强爱婴医院长效管理和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

６．健全精神卫生防治网络。以专业精神卫生机构
为主体、综合医院精神科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基础，整合精神卫生服务资

源，建立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以设

区市为单位每万人精神科床位达到３张以上，每万人精
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到０．３８名。
７．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以省疾控中心

为龙头、市疾控中心为主体、县疾控中心和哨点医院为

基础，建立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网络，并逐步向

乡村延伸。建成全省食品安全综合信息平台，实现食源

性疾病监测异常病例、聚集性病例和食品污染物超标等

自动预警。做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和企业标准

备案等工作，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宣贯培

训和跟踪评价。省、市、县三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分别

设立食品安全首席卫生监督员和首席专家。

８．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卫生应急“一案三制”
（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应急法制）建设，到

２０２０年，９０％的县（市、区）达到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化建
设标准。落实国家“两个规范”，加强医疗机构和疾控

机构卫生应急能力，强化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内涵建设和

日常管理，建成１～２个省级卫生应急队伍培训演练基
地。提高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常见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自我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专栏１　公共卫生服务推进工程

　　重大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血吸虫病防控，艾滋病
防控，结核病防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流感和不明

原因肺炎监测，麻风病监测与早期发现，疟疾等重点寄

生虫病防控，重点地方病防控。

落实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急性

弛缓性麻痹病例及麻疹、乙肝等疫苗可预防重点传染

病监测。

慢性病防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慢性病监测与综合干预，居民死因登记报

告，肿瘤登记报告，伤害监测，高血压患者管理与健康

干预，糖尿病患者管理与健康干预，癌症早诊早治，脑

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早期

筛查与综合干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和

干预，重点人群口腔疾病综合干预。

精神卫生干预：开展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加强

精神卫生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建设，强化心理行为问

题干预。强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登记和救治工

作，提高严重精神疾病障碍治疗率和管理水平。依托

大中城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建立相应规模的肇事肇祸

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中心，对肇事肇祸等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全部实施免费救治。每个市、县（市）建设

１所二级以上精神病专科医院。
职业病防控：强化医疗卫生机构职业病报告、职业

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鉴定、救治能力。加强职业人

群健康教育。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专栏２　妇幼健康保障工程

　　妇女儿童健康保障：加强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
儿服务管理和临床救治，推广应用孕产妇危重急症救

治规范和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完善妇幼健康服务规

范和技术标准，建立妇幼健康服务安全保障制度，加强

新生儿安全监控，确保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安全。

妇幼重大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

娩补助、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妇女增补叶酸预防

神经管畸形以及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阻断等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调整完善农村孕

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政策，依据财力适时扩大妇女宫颈

癌、乳腺癌免费筛查覆盖范围，提高妇女“两癌”早诊

早治率。实施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提高育龄

群众生殖健康保障水平。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完善出

生缺陷防治的政策措施，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将产前筛

查、诊断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制度纳入妇幼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推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制度。推广基因

筛查等新技术应用。到２０２０年，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
在４‰以内。

（二）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

１．优化各类医疗机构布局。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
数量规模，进一步扩大社会办医空间。以省属省管医院

·９３·文件与法规



为龙头，按照区域卫生规划要求，省级重点做优做强省

会城市和苏南、苏中、苏北区域性医疗中心，促进医疗技

术、人才、信息等资源的合作共享。设区市政府主要办

好１～２所三级综合医院、１所三级中医医院。县级政
府主要办好县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各１所。进一步健
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

县乡两级、乡村一体新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每个

建制乡镇设立１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加快建设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原则

上按照每３至１０万居民或街道所辖范围规划设置１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职能，严禁公立医院

举债建设，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达到４张
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控制并逐步减少公

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供给。允许社会资本依法自主选

择医疗服务投资领域，举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引导新

建医院在新城新区、城乡接合部进行布局，提高居民看

病就医的可及性。

２．转变基层医疗服务模式。深化城乡“１５分钟健
康服务圈”建设，实施“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乡镇卫生

院开展健康管理团队服务。推进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

服务模式改革，加快建立稳定契约服务关系，支持鼓励

基层医务人员为居民提供慢病管理、健康管理、康复指

导、巡回医疗等服务。优先覆盖慢性病患者、慢性传染

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

人等重点人群，到２０２０年，力争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
大到全人群，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

覆盖。

３．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加强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以发展放大优质医疗资源为目标，重点支持儿

科、精神、传染、重症、病理等薄弱领域重点专科诊疗能

力提升，积极支持城市大医院创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学科。充分发挥城市大型医疗机构骨干作用，全面提升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能力。重点扶持妇幼、儿童、康复、护

理等机构及设施建设，加强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各类

医疗机构的产儿科建设。到２０２０年，每千名儿童床位
数达２．２张，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０．７８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１
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基本满足儿

童医疗卫生需求。

４．完善急救医疗网络。健全院前急救、医院急诊
科、急诊ＩＣＵ为一体的急救医疗服务体系（ＥＭＳＳ）。到
２０２０年，全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急诊科全面达到省定
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强“１２０”院前急救综合信息系统
建设，完善指挥调度功能，协调好院前和院内，提供就

近、及时、快捷的院前急救服务。采取多种有效途径，解

决好院前急救医疗机构急救人才匮乏的问题。开展常

规培训与日常演练，提高急救医疗技术能力和水平。

５．健全血液供应保障机制。修改完善《江苏省献
血条例》。加强采供血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立

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无偿献血宣传发动工作机制，

加强血液安全质量管理。以市为单位，继续实施血液集

中化检测，探索建立跨市区域性血液集中化检测中心。

完善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与用血医院和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

６．提高医疗质量安全。规范诊疗行为，全面实施临
床路径，以抗菌药物为重点推进合理用药，健全医疗技

术临床应用监管，院内感染发生率控制在３．２％以下。
加强医师执业管理和护士队伍建设，持续改进护理服

务。强化患者安全管理。进一步优化就诊环境，推进预

约诊疗服务，推行日间手术，畅通急诊绿色通道，提供诊

疗信息、费用结算、信息查询等服务，进一步提升电子病

历系统应用水平，完善入、出、转院服务流程，提供连续

医疗服务，３０天再住院率低于２．４％。保持对涉医违法
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推进“三调解一保险”机制建设，

妥善化解医疗纠纷。

７．建立区域资源共享机制。探索消毒供应、检验检
查、后勤服务、血液透析、远程会诊、医疗废物处置等集

中化、中心化服务模式。推动建立信息、大型医用设备、

优势专科等共用共享共管，建设区域性医学检查、检验、

会诊中心，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推进远程医疗发展。

专栏３　卫生强基工程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全
省９０％的政府办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９０％以上村卫生室达到省定标准；５０％以上政府办乡
镇卫生院和１０％左右的村卫生室分别达到省级示范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全省５０％的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１个以上特色科室。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拓展、提升中心乡镇

卫生院急诊抢救、二级以下常规手术、正常分娩、高危

孕产妇筛查、儿科等医疗服务能力。一般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医疗

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卫生人才强基项目：采取“定向招生、免费培养、

协议就业”模式，为我省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

本专科层次适宜医学人才。实施基层卫生人才“百千

万”提升计划，实现乡村医生队伍从乡村医生执业资

格向执业医师执业资格全面过渡。

创新基层用人机制：通过实施骨干卫生人才遴选

资助、医务人员“县管乡用”、城乡卫生对口支援等举

措，鼓励提供更多更优卫生服务；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绩效工资制度和人事编制、物价、基本药物、医疗保

障等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

创新家庭医生工作机制：推进城乡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家庭医生“３＋２”培养模式。完善家庭医生公开
招聘和职称政策。推进建立全科医生工作室，开展城

市二级以上医院医生到城乡基层开办以全科服务为主

要内容的诊所或门诊部的试点工作。推进城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在临床医师岗位的新录用人员向家庭医生

转岗的在职培养。大力推进城乡居民契约服务。

·０４·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专栏４　 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继续加强县级公立医院
标准化建设，重点提升儿科、重症医学、血液净化、母婴

危重救治、康复、精神等医疗服务水平。推进建立县域

医学影像中心，推动形成“乡检查、县诊断”的医疗服

务新模式。县域内就诊率达到９０％。
薄弱专业机构建设：每个设区市建设 １所康复

（护理）医院，每个县都有提供基本康复（护理）服务的

医疗机构。加强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儿科建设，每

个设区市建有１所儿童专科医院，每个县至少有１所
县级公立医院设置有病房的儿科。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修订完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评审标准，强化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动态管理。积极争

创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项目：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

系建设，医院感染管理监测和质量持续改进，血液

安全。

　　（三）构建现代医疗保障体系。
１．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实现统一覆盖范围、统一筹资政策、统一保障待

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将生

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筹城乡育龄妇女生

育保障政策。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适应人员流动性要

求，外来人口可凭居住证相应办理医保。到２０２０年，城
乡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９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
适度增长。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完善

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提高救助标准，到２０２０
年，重点医疗救助对象符合规定的自付医疗费用救助比

例达到７０％以上，封顶线达到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封顶线的５０％以上，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提高比
例和封顶线标准。全面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多渠道

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组织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

工医疗互助活动。做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和疾病应急救助等制度间的衔接，发挥制度整体合力。

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动态增长机制，到

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人均政府补助标准
和人均筹资水平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

２．深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发挥医保基金资源优
势，强化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引导和医疗费用的制约

作用。建立和完善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器械

生产流通企业之间的谈判机制。完善总额控制下的按

病种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相结合的混合付费方式综

合改革，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病种分值结算等

办法，扩大部分日间手术按病种付费试点，规范医疗服

务行为，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降低大病慢性

病医疗费用。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支付比例稳定在８０％和７５％左右，进一步缩小与
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

３．提高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市
级统筹管理，全面建立风险调剂金制度，防范基金风险。

完善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提高流动人口医疗保

障水平。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结算，实现跨省异

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构建医保支付

诚信服务体系，建立医保基金使用绩效评估制度，加强对

参保人员、定点医疗机构与医师、定点零售药店的医保诚

信管理，防范医保欺诈行为，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益。

４．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
品，加快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积极开发面

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的保险产品。支持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与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必要的信息交换和数据共享，实

现大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鼓励商业保险机

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鼓励医疗机构成为商

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降低不合理医疗费用支出。鼓励

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

解决基本医保之外的需求。

（四）构建现代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１．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和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

入制度实施范围。加强基层药品配备使用管理，做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衔接，

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建立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临

床用药综合评价体系，加强基层合理用药培训考核。

２．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创新药品和医用耗材
集中采购机制，坚持以省为单位的网上集中采购，实行

一个平台、上下联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采取招生产

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全程监控等措施，

保证质量，保障供应，降低虚高价格。完善急（抢）救药

品、低价药品、妇儿专科药品供应保障措施。加强短缺

药品动态监测和预警，强化供需衔接，通过定点生产、询

价采购和定点储备等方式破解供应瓶颈，有效解决常用

低价药品供应短缺问题，保证临床药品使用。引导企业

采用现代信息和物流技术，提高流通配送能力，建立便

民惠民、覆盖城乡的药品供应网络。推行医疗机构制剂

配置质量管理规范，提升医疗机构制剂质量管理水平。

稳妥推进医药购销“两票制”。禁止医院限制处方外

流，保障患者用药选择权。

３．拓展采购平台服务功能。加强采购平台基础数
据库建设管理，建立采购数据共享机制，实现与国家药品

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省健康信息综合平台、医疗

机构以及省相关部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借

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签订电子合同、

在线支付结算、网上电子交易等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提高

平台智能化水平，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透明度。

４．建立药品生产流通机制。制订和完善医药产业
发展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推动医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和医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药品企业兼并重

组、整合资源和连锁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药品

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探索药品经营企业分类分级管理。

深化药品及医疗器械评审审批制度改革，改革药品价格

形成机制，加强药品价格监测管理。针对药品购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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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健全完善药品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五）构建现代卫生监管体系。

１．加强医疗服务监管。加强对医疗卫生服务全过
程重点部位、关键环节运行状况的实时监管，做到监管

有主体、责任有落实。积极推进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

完善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技术、设备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强化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服务行为、医疗服务效

率、医疗费用等方面的监管，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

过快增长。加强对医疗费用、抗菌药物、药品以及医用

耗材使用等的回溯检查力度。推进医疗卫生监管信息

化，加强对医疗机构运行情况的实时全程监管，对医疗

服务管理中发生的问题及时调控。

２．强化医保基金监管。加强对医保经办、基金管理
和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建立医保基金有效使用和风险防

范机制。发挥医保经办机构对医疗服务行为和费用的

约束监督作用，逐步将医保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管

延伸到对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采用基本医

保目录药品使用率、自费药品控制率、药占比、次均费用

等考核指标，开展实时监控，结果与基金支付等挂钩。

加强基本医保基金的预决算管理。强化对医保经办机

构执行预算、费用结算的监督。加强商业健康保险监

管，规范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秩序，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确

保有序竞争。

３．推进药品全过程监管。强化地方政府的药品安
全和监管责任，严格落实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主体

责任，建立覆盖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价格和广告

审批的全过程监管制度。严格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强化对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等生产流通的执

法监督。严格医疗机构药品监督管理，提高医院制剂配

置现代化水平和临床药学服务水平。加强药品相关知

识的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合理用药和安全用药意识。加

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建设，建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

制。严厉打击影响药品安全的不法行为，持续整顿药品

市场秩序。

４．加强卫生监督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基层卫生监
督网络，合理配备卫生监督人员，将卫生监督纳入基层综

合执法体系。到２０２０年，所有卫生监督机构全部达到省
定建设标准。建立健全双随机抽查、事中事后监督、监管

绩效评估等机制。加强卫生监督现场执法能力建设。

５．创新医疗卫生监管方式。推进医疗卫生监管信
息化，实现主要监管指标的实时采集、监测和应用。发挥

社会组织作用，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制

度。探索建立由第三方独立组织实施，以公益性为核心，

以结果性指标为导向，以质量、安全、效率、费用和患者满

意度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机构考核评价和监督机制。

（六）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１．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
育两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措

施，修订地方性法规，开展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情况的评

估，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预警。完善计划生育宣传倡

导、依法管理、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长效工作

机制，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持

体系和治理机制综合改革，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２．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坚持计划生育目
标管理责任制。开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

进单位、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推动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建立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稳定和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网络和队伍。推进流动

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强化流动人口卫生

计生服务管理部门协作、区域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实施流动人口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

爱行动，关怀关爱流动人口和留守人群，促进社会融合。

３．提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推进计划生育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化。加强生育服务咨询指导，普及孕前优生

知识，落实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为育龄对象提

供优质的生殖健康服务。全面落实免费避孕节育技术

服务，加强计划生育药具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实现“避孕节
育随访服务／避孕药具不良反应、不良事件监测”工作
城乡全覆盖。

４．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继续落实好奖励
扶助、特别扶助、城镇企业持证退休职工及无业人员一

次性奖励等政策，建立长效管理和动态增长机制。探索

推广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养老帮扶等工作模式，妥善解决

其生活照料、大病治疗、精神慰藉等问题。广泛开展创

建幸福家庭活动和新家庭计划。

５．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
别比偏高问题，加强对全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重

点项目县的管理。完善出生实名登记制度，强化孕期服

务和孕情监测。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深入开展关爱

女孩行动，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向正常。

（七）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１．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科学配置中医药资
源，建立涵盖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等功能的中医药服

务体系。中医类医院床位数按照每千常住人口０．７５张
以上配置。加强现代化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临床专科

建设，建成一批省级中医临床诊疗中心。加大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室建设，积极发展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中医药服务，提升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积极发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应急救治中的突

出作用。大力提升中医药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远程中

医医疗服务网络。

２．推动中医药服务多元发展。规范中医医疗机构
“治未病”科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中医健

康体检和健康干预。推广中医药“医养结合”，鼓励中

医医疗机构与社会资本联合建立养生保健机构。支持

社会资本举办肛肠、骨伤、康复、老年病、护理等非营利

性中医专科医院。发展“互联网＋”中医药健康养生服
务和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

３．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推进院校教育、师承教育与毕

业后教育融合发展。加强中医药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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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带头人培养。开展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及基层

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继承工作，建设名医名家工作室

和学术流派工作室，系统学习传承名医名家学术思想和

临床经验。加强中医护理、中药、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

健康服务等各类紧缺人才培养。

４．提升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加强中医药科技资
源整合，组建多学科、跨领域、结构合理的中医药科技创

新平台，推进中医药协同创新。开展中医临床研究中心

建设，加强国家和省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室和

重点学科建设。开展重大疾病、慢性病的联合攻关和常

见病、多发病、疑难重症的中医药防治研究，提高中医药

学术水平和防治能力。支持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建设

名医名家医案知识库，推进中医传承创新。

５．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挖掘、保护中医药
文化资源，加强和规范中医药文化宣传和知识普及，引

导人民群众自觉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广泛深入开展中

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活动，大力推进中医机构文化建设和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巩固和发展与外国政

府及国际组织的中医药交流与合作。鼓励和支持中医

药民间交流与合作。加大对列入国家中医药服务贸易

骨干机构和重点区域建设项目的督导，支持项目单位

（地区）开展工作。

专栏５　中医药传承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实施中医类医院建设和改
造项目，实现７０％中医院主要建筑面积指标达标。启
动实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外科病房暨转化医学综合

楼、省第二中医院门急诊暨康复综合楼等建设项目。

中医服务能力建设：力争１０～１５所中医医院（含
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建成为三级医疗机构，新建５～８
个省级中医临床诊疗中心、５０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
新建１５０个省级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１００个省级
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力争全省所有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９５％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
提供中医药服务。打造一批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大力推进中医“治未病”。

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培育１０个中医药优秀学术
团队，培养３０名中医药领军人才、６０名中医药重点人
才、２００名基层中医临床骨干人才、３００名中西医结合
人才。建设５０个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遴选确定
１００位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加强中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能力建设，开展中医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

中医药创新体系与文化建设：建设５个省级中医
临床研究基地、１０个中医临床医学中心、３０个中医重
点学科。开展中医药健康巡讲。新建３个省级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八）创新健康服务业发展。
１．大力发展社会办医。允许社会资本依法自主选

择医疗服务投资领域，举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鼓励社

会资本优先投向医疗资源稀缺领域以及特需医疗服务

领域，支持优先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照国家规定

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积极参与境外资

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支持社会资本以合资合作、

收购兼并、融资租赁等方式参与公立医院（包括国有企

业医院）改制重组。预留社会办医床位和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规划空间，放宽对营利性医院的数量、规模、布局

以及大型医用设备购置的限制。引导社会资本举办上

规模、有特色的医疗机构。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

非公立医疗机构承担部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推进医师多点执业，放开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

主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

鼓励医师有序流动。主动公开鼓励社会办医的各项政

策制度，建立社会办医重点项目库，定期发布社会资本

举办医疗机构投资指引，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方向。依法

加强对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监管，促进非公立医

疗机构依法执业、健康发展。

２．积极实施健康教育与促进行动。广泛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加快推进“健康促进”工程，大力普及健康知

识。坚持健康生活方式与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引导城

乡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营造健康的生活环

境，共同推进环境整治、生态文明建设和美好城市建设，

依法加大大气、水、食品安全、职业病危害等治理力度。

开展新一轮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巩固和发展卫生

创建城镇成果，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活动。加快农村改厕

改水步伐。全面推行公共场所控禁烟，从源头上控制健

康危险因素。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组织开展群

众性健身活动，支持各级各类公共体育场馆在特定时段

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健全省、市、县三级国民体

质监测网络，为群众提供个性化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加大体育与医疗、养老等融合力度，积极发挥体育在防

病、治病、康复等方面的作用。加大学校健康教育与促

进工作力度，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健全完善

中小学学生体检和高校新生体检制度。

３．深入推进医养融合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
先覆盖高龄、失能、慢性病老年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失能半失能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诊、上门护

理和家庭病床等服务。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社区、家庭

流动延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健康

管理服务，免费建立健康档案，加强老年人健康指标监

测和信息管理，免费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般体格
检查和健康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提高老年康

复、护理床位比例，适当增设老年养护、临终关怀病床。

提高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力，对内设医疗卫生机构存在

困难的，通过双方签约后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巡诊、建立

就诊绿色通道等方式为入住老人提供及时便捷的医疗

服务。支持通过建立养老医疗联合体等方式，整合养

老、医疗、康复和护理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一体化的医

疗、健康和养老服务。支持部分闲置床位较多的一、二

级医院和专科医院转型为养老护理院。新建或改建的

康复医院、护理院纳入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对转型

为康复医院、护理院且符合养老机构设立条件的专业医

·３４·文件与法规



疗卫生机构，给予护理型养老机构标准的建设和运营补

贴。建立长期护理需求等级评估标准和使用规范，至

２０２０年，在有条件的地区初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４．积极发展多样化健康服务。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扩大健康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鼓励引进国内外健

康服务机构，打造地方健康服务业品牌，大力发展体检、

心理咨询、母婴照料、健康咨询、家庭医生等健康服务形

式，提供人性化的健康服务。整合当地优势医疗资源、

中医药等特色养生保健资源、绿色生态旅游资源，发展

养生、体育和医疗健康旅游，推出一批以医疗保健养生、

中医药文化传播为主题的医疗旅游示范产品。培育壮

大健康服务支撑产业，积极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药品、医

疗器械、健康信息化服务产品和其他相关健康产品的研

发和应用，加大建设健康服务产业集聚区的支持力度。

鼓励发展社会化的医学检验中心和影像中心。积极发

展第三方医疗服务评价、健康管理服务评价等服务。支

持国产药品、医疗器械临床应用。

专栏６　社会办医发展水平提升工程
　　社会办医发展：到２０２０年，培育一批有特色、有较
强竞争力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社会办医床位数及服务

量占比达到２５％。
社会办医投融资渠道：引导各地建立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社会办医发展。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以股权融

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开办费和发展资金，鼓励各地

通过设立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为社会办医疗机

构提供建设资金。

社会办医省级试点：采取“一区一策”方式，实现

社会办医疗机构差别化、多样化发展，探索江苏发展社

会办医的创新路径。

多点执业：鼓励和引导医师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非公立医疗机构、护理院、康复医院以及养老服

务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专栏７　健康促进工程

　　全民健康教育与促进行动：建立健康知识和信息
发布平台，完善省、市、县三级健康巡讲队伍建设。加

强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培训。创新健康教育的方式和

载体，引导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开展城

乡居民健康素养干预及监测，推进全民减盐行动，加强

居民膳食摄入量监测，促进居民科学合理膳食。加强

公共场所和全民控烟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全省８０％的
中小学达到健康促进学校标准，城乡居民健康知识知

晓率达８０％以上，健康行为形成率达６５％以上。
健康环境建设：积极推进健康城市、健康县城

（镇）、健康社区（村）、健康单位和健康家庭建设。开

展大气污染（雾霾）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及农村环境

卫生监测。开展农村无害化改厕和城乡生活饮水卫生

监测。深入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全民自救互救素养和能力提升：建立卫生应急社

会动员机制，实施应急救护培训、应急志愿者队伍建

设、卫生应急体验馆建设以及公共场所投放ＡＥＤ等系
列活动，在高中阶段学校开展学生应急救护培训，实施

百万大学生应急救护提升行动计划。

　　（九）加强卫生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１．实施“科教强卫”。围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充分发挥临床医学中心、领军人才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以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为依托，以重大项目研究、重大

成果转化和适宜技术推广为纽带，推动医学科技进步与

科技创新，使我省医学科技水平逐步达到国内领先、国

际先进，重大疾病防治能力整体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新建国内一流的临床医学中心（创新平台）１０个、
重点学科（实验室）３０个，力争２～３个医学重点学科争
创全国领先。大力推进卫生高层次人才“六个一”工

程，设立省级高层次人才引导资金，建立高层次卫生人

才国际培养、引进制度，培养、引进、集聚医学重点人才，

努力打造江苏医疗卫生人才高地。培育５０名领军人才
与５０个创新团队，培养１０名杰出人才、１００名重点人
才、１０００名青年人才。力争１～２名医学杰出人才培养
成为国家级医学大师。

２．推动医疗卫生科技创新。以省级转化医学基地，
尤其是各类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为依托，引进５００项医学
高新技术，加快国内外、省内外最新医疗卫生科技成果

的转化。联合省内外、国内外研发能力强的大型医药生

产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有机结合的联动机制

和平台，促进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产品和项目开发一体

化运作，提高医疗卫生科技转化为临床实际生产力的能

力。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应用１００项农村适宜卫
生技术，切实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的能力。

３．强化卫生人才保障。全面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制度，重点加强培训基地基础带教能力和师资队伍

建设，试点建设一批省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技能考核

基地。积极加快住院医师培训学员社会化招录和培训

信息化管理进程。实施儿科、精神、老年医学、护理、急

救、康复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全科医

生为主的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含中医药）遴选计划、免

费定向培养、基层骨干医生培训，重视基层卫生技术人

员中医药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

伍建设政策倾斜，出台鼓励医师到基层服务的政策。积

极资助医疗卫生机构中青年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赴国

（境）外学习、进修，到２０２０年，完成１０００名中青年骨干
人才的海外培养任务。加大卫生计生行政管理人员能

力培训。

（十）提升“智慧健康”水平。

１．健全健康信息服务网络。建设省、市、县健康信
息综合平台，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

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六大业务应用系统的资源共

享和业务协同，到２０２０年，人口信息、卫生计生资源、电
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健康知识五大数据库覆盖全省

并动态更新。完善健康信息标准体系建设，强化信息标

准应用。加强信息安全保护，构建健康信息安全传输网

络，建立省级健康信息存储及灾备中心。

２．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加强医院信息
化标准规范建设，建立基于电子病历的业务协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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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集成高效的信息平台和医院临床、运营数据中心，

实现与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有效对接。完善全省预约诊

疗服务平台，支持分级诊疗，引导合理就医。到 ２０２０
年，二、三级公立医院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基本达到四级

及以上标准，达到五级及以上标准的超过４０家。统筹
开展疾病预防控制、中医药综合管理、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卫生监督、血液管理、卫生应急管理、药品供应

及医疗保障等业务领域信息化建设。加强统计监测，提

高监管服务能力。

３．推进健康医疗信息化新业态发展。积极发展基
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健康服务新

模式。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

技术与健康服务的深度融合，开展网上预约、线上支付、

在线随访、健康咨询，以及可穿戴设备、智能健康电子产

品和健康医疗移动应用，促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发

展。推进面向基层的远程医疗发展，鼓励建立区域性和

医联体内部的远程医疗业务平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横

向、纵向流动。

专栏８　智慧健康服务工程

　　智慧健康基础设施：合理构建省、市、县健康信息
平台和数据中心，综合利用卫生计生信息传输主干网、

电子政务网、互联网，建立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网络基础设施。

健康信息共享：建立健康医疗信息共享交换标准

体系，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集中读片、出具诊断

报告、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医学咨询等远程医疗业务，

支持形成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等健康医疗服务新模式。

健康信息务实应用：开展预约诊疗、医患互动、信

息查询、健康档案自我管理和运行监测、辅助决策、绩

效考评。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技术

探索提供健康指导、康复、慢病管理个性化服务。

“三个一”工程：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家庭医

生，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

张服务功能完善的居民健康卡。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建立和完善全员人口、服务

资源、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健康知识数据库，开

展大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利用。

　　四、保障措施
（一）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

制、药品采购、人事编制、收入分配、监管机制等综合改

革取得新突破。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健全公立医院法

人治理结构，落实公立医院法人地位和自主经营管理

权，推动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激发公立医院运行活力。

完善院长负责制，推进院长职业化。创新公立医院人员

编制、薪酬管理，积极推行“标准核定、备案管理、岗位

设置、分类聘用”，搞活公立医院内部分配机制，充分调

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继续深化公立医院补偿机

制改革，在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全面

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

调整机制。依法加强对公立医院监管和绩效评估，强化

社会监督，推进医务公开、院务公开。完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运行机制。建立网络化城乡基层服务体系，提高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

形成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

人主体地位，优化基层卫生专业技术岗位设置聘用管

理。建立自主灵活的用人机制，拓宽基层医务人员职业

发展空间。完善政府基层财政补助方式，建立政府主导

的多渠道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医保支付和价格政策的引

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等相

关政策。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推动城乡医疗资源纵向整合，有序建立双向转诊

关系。探索建立以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内医疗

联合体或医疗集团，积极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

纳入医疗联合体。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和

城市大医院之间分工协作，完善城乡医疗机构对口支援

长效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医疗服务体系

结构，完善医学教育结构，加强基层和县级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契约服务、家庭医生制度

等有效形式，加快探索建立基层首诊制度。发挥信息化

对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支撑作用。

（二）加大卫生投入力度。

各级政府进一步明确公共卫生（含计划生育）、基

本医疗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

奖励补助等各项财政补助范围、补助内容、补助责任等

政策，支持建立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智慧健康信息化保

障体系。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

导作用，优化政府投资安排方式，规范政府投资管理。

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建立多元
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引导和鼓励融资性担保公

司对健康服务企业开展融资担保业务，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加大对卫生与健康的投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

投资方式多样化，推动卫生与健康加快发展。

（三）加强卫生与健康法治建设。

推动医疗卫生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出台，加快

卫生计生重点领域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立、改、废工

作，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定期开展评估清理，

维护全省卫生计生法规制度的统一性、协调性。进一步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加强对卫生计生重大行政决策的监

管，提高决策质量。加大创新卫生计生行政管理方式，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加强

卫生普法宣传，增强全社会守法意识。

（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行风和职业道德建设，维护卫

生计生行业的良好形象。坚持医务公开、院务公开，及

时公布医疗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向社会公开服务承

诺。优化医务人员执业环境和条件，严厉打击涉医违法

犯罪行为，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调动医务人员改善服务和

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加强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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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设，出台医疗

纠纷预防与处理地方性法规，依法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

益。倡导医院志愿者服务机制，发展专业医务社会工作，

增进医患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全系统全行业的诚

信体系建设，把信用作为医院等级评定、医生职称评聘、

医药采购等工作中的相关依据。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合理引导社会预期，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五、规划实施

（一）组织领导。

建立规划的省级协调推进机制，机构编制、卫生计

生、发展改革、财政、价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食品药

品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合理推进规划实

施。各地建立相应工作推进机制，编制本地区“十三

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细化分解任务，扎实加以推进。

（二）政策保障。

围绕规划明确的主要任务、重点工作、关键环节，各

地、各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创新

力度，着力突破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探索卫生与健康发

展的有效路径。

（三）监督评估。

本规划是“十三五”期间我省推进卫生与健康发

展、加快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区域卫

生规划以及康复、精神、急救、人才等专项工作规划均应

注重与本规划的衔接。将加快卫生与健康发展、建设现

代医疗卫生体系纳入各地、各有关部门目标考核。建立

健全规划执行的监测评价体系，适时开展规划实施中期

评估，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江苏省第一类疫苗集中采购

实施方案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苏卫规（疾控）〔２０１６〕１号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

为做好全省第一类疫苗的采购和供应，根据《疫苗

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生

计生委”）组织领导全省疫苗集中采购工作。省卫生计

生委建立疫苗采购评审专家库，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

疫苗集中采购评审全过程工作；成立评审监督委员会，

负责对疫苗集中采购评审全过程的监督。江苏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省疾控中心”）、江苏省药品

集中采购中心（以下简称“省药采中心”）作为疫苗集中

采购的工作机构，在省卫生计生委领导下，具体负责疫

苗采购的日常工作，依法依规提供采购、供应服务。

二、采购方式

省疾控中心负责制定全省第一类疫苗的采购和使

用计划，报省卫生计生委备案后，提交省药采中心，通过

江苏省医疗机构药品（耗材）集中采购与监管平台（以

下简称“采购平台”，网址：ｈｔｔｐ：／／ｙｐｃｇｚｘ．ｊｓｗｓｔ．ｇｏｖ．ｃｎ）
进行集中采购，确定中标的生产企业、品种、规格、数量

及价格后，由省疾控中心与中标企业签订采购合同。

采购第一类疫苗原则上每年一次。如有突发事件

应急接种等特殊需要，可即时采购。

三、采购流程

（一）编制采购和使用计划。省疾控中心根据国家

免疫规划和全省预防控制传染病发生、流行的需要，结

合全省上一年度出生儿童数、当年度疫苗接种情况、库

存情况及损耗系数等，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制定下一年

度第一类疫苗采购和使用计划，并报省卫生计生委

备案。

（二）发布采购公告。省疾控中心会同省药采中

心，依据本实施方案编制采购文件，报省卫生计生委审

定后，通过采购平台发布，并提交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同步发布。公告日期与疫苗生产企业响应申请截止日

期之间不少于二十日。采购文件的修改、信息发布均以

采购平台为准，采购文件修改和澄清的内容均为采购文

件的组成部分。

（三）资质材料审核。投标企业必须办理指定的第

三方数字认证证书，通过采购平台在网上提交规定的电

子材料。投标企业必须是疫苗生产企业，境外疫苗厂商

在我国境内指定的一家代理机构视同生产企业。投标

企业必须委托本企业工作人员（须提供企业员工身份

证明），持包括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在内的证明文件等材

料办理相关投标手续。投标产品必须具备相应的批准

证书等证明文件。

省药采中心会同省疾控中心组织对投标企业及产

品资质证明文件的完整性、表面真实性、合法性等进行

审核。审核发现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通知

投标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

（四）接受企业投标。疫苗生产企业按照采购公告

的规定，通过采购平台进行网上投标。不接受两个及两

个以上的投标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参加投标。

在规定时间内对投标产品进行网上报价，不报价的

视为放弃投标。同企业同通用名的产品之间，不得出现

剂型、规格、包装之间的投标报价倒挂，如有倒挂将作就

低调平处理。

投标企业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可以修改或撤回投

标材料。规定截止时间后，投标企业不得对其投标材料

做任何修改，也不得撤销投标。投标材料应真实、完整、

有效，所有文字材料均使用中文（外文材料须提供中文

翻译）。

审核发现投标材料内容不明确的，有权要求投标企

业澄清。投标企业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作出

明确解答。

材料审核未通过的，应通知投标企业，投标企业对

此有异议的，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书面申诉材料，并

交由评审委员会研究处理。

投标企业递交书面纸质材料的，均需加盖本单位

鲜章。

·６４·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五）评审。省卫生计生委在疫苗采购评审专家库

中随机抽取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在安全、封闭、保密

的情况下开展评审工作。对计划采购的第一类疫苗，按

疫苗品种划分为不同的评审组进行评审。评审方法

如下：

１．议价采购疫苗评审。在同一评审组中，响应产
品数≤２个的，由评审专家组对投标材料进行审查，并
和投标人进行价格谈判，符合规定的可以中标。

２．竞价采购疫苗评审。在同一评审组中，响应产
品数≥３个的，由评审专家组根据产品的质量、价格、服
务等情况，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分，按得分高低确定

１～３个中标产品。
（六）中标产品公示。中标产品经审定后在采购平

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７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接受各方
澄清及申投诉。

（七）中标产品公布。根据中标产品公示结果，履

行规定程序后，通过采购平台公布中标企业、品种、规

格、数量和价格。中标企业应与省疾控中心签订采购合

同，按照投标文件作出服务承诺。采购合同和服务承诺

的履约情况将作为次年疫苗采购的考评内容。

四、疫苗配送

（一）确定配送方式。疫苗生产企业应当按照采购

合同的约定，直接将疫苗配送至省疾控中心或者其指定

的地点，也可以委托具备冷链储存、运输条件的企业配

送。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确定配送关系后，应在网上递

交授权委托书、委托配送合同、配送企业承诺书等材料。

配送企业不得将所接受的委托配送再次委托。

（二）配送要求。疫苗生产企业、配送企业都要严

格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对疫苗

的质量和供应负责，并高效及时、保质保量地供货。原

则上，疫苗送达时间与疫苗有效期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１０个月。疫苗生产企业应当在其供应的第一类疫苗的
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明“免费”字样以及国家卫

生计生委规定的“免疫规划”专用标识。配送企业应根

据采购合同，按时进行配送并提供伴随服务。除不可抗

力因素外，疫苗生产企业、配送企业不得停止中标产品

的供应和配送，出现特殊困难的应提前报省疾控中心

备案。

（三）疫苗分发。省疾控中心应当做好分发第一类

疫苗的组织工作，并按照使用计划将第一类疫苗组织分

发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

织分发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应当按照使用计划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接种单位。

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分发第一类疫

苗；分发第一类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在传染病暴

发、流行时，需要采取应急接种措施的，市级以上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可以直接向接种单位分发第一类疫苗。

（四）冷链管理。疫苗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都应当遵守《疫苗储存和运输管

理规范》，疫苗储存、运输的全过程应当始终处于规定

的温度环境，不得脱离冷链，并按要求定时监测、记录温

度，保证疫苗质量。

（五）疫苗接收。省疾控中心在接收第一类疫苗

时，应当向疫苗生产企业索取生物制品每批检验合格或

者审核批准证明、进口药品通关单等证明文件，并保存

至超过疫苗有效期２年备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接种单位在接收疫苗时，应当索要疫苗储存、运输全过

程的温度监测记录，记录可以为纸质或可识读的电子格

式；对不能提供温度监测记录或者温度控制不符合要求

的，不得接收，并立即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卫生计生部

门报告。对采用冷藏箱或冷藏包运送到接种单位的，要

查看冰排状况及冷藏箱或冷藏包内的温度表，并做好

记录。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建立真实、完整的疫苗购

进、储存、分发、供应记录，接种单位应当建立真实、完整

的疫苗接收、购进记录，做到票、账、货、款一致，并保存

至超过疫苗有效期２年备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发现包装无法识别、

超过有效期、脱离冷链、来源不明等第一类疫苗，应当逐

级上报至省疾控中心。上述疫苗统一回收至县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在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计生部

门监督下销毁，并保留记录５年。
五、监督管理

（一）建立监管工作机制。实行省市县三级联动、

分级监管的工作机制，省卫生计生委负责第一类疫苗采

购、供应、分发和结算的监管。各市、县（市、区）卫生计

生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一类疫苗分发、接种工作的

监管。

（二）健全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对疫苗生产

企业在采购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恶意诬告、相互

串通报价，中标后拒不签订合同、供应质量不合格的疫

苗、擅自提供中标目录外产品替代中标产品、未按合同

规定及时配送供货等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向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采购机构和个人进行贿赂或变相贿赂的，一

律列入不良记录，并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建立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国卫法制发

〔２０１３〕５０号）进行处理。
（三）加强综合监督和管理。根据省物价局印发的

《江苏省市场调节价药品价格行为规则》（苏价规

〔２０１６〕６号），省药采中心在疫苗集中采购结束之日起
１０个工作日内，将疫苗采购价格等信息提供给省物价
局。省卫生计生委、财政厅、物价局、政务办等有关部门

通过采购平台网上监管系统实时监控采购双方的购销

行为，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购疫苗的品种、数量、价

格、回款、使用等情况和疫苗生产企业参与采购、配送等

行为进行动态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省疾控中心、省药采中心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

度，在疫苗采购过程中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建立咨询、投

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环

境。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要认真执行医疗

卫生服务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对第一类疫苗供应相关信

息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７４·文件与法规



本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第一类疫苗采购目录（略）

江苏省第二类疫苗集中采购

实施方案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苏卫规（疾控）〔２０１６〕１号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日）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第二类疫苗的采购、配送和供

应，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生

计生委”）组织领导全省疫苗集中采购工作。省卫生计

生委建立疫苗采购评审专家库，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

疫苗集中采购评审全过程工作；成立评审监督委员会，

负责对疫苗集中采购评审全过程的监督。各市、县

（市、区）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参加疫苗集中采购。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以下简称“省疾控中心”）组织在省级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集中采购第二类疫苗；在目前省级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整合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中心

（以下简称“省药采中心”）作为省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

运行。省疾控中心、省药采中心作为疫苗集中采购的工

作机构，在省卫生计生委领导下，具体负责疫苗采购的

日常工作，依法依规提供采购服务。

二、采购方式

省疾控中心按照江苏省第二类疫苗采购目录，通过

江苏省医疗机构药品（耗材）集中采购与监管平台（以

下简称“采购平台”，网址：ｈｔｔｐ：／／ｙｐｃｇｚｘ．ｊｓｗｓｔ．ｇｏｖ．ｃｎ）
组织全省集中采购，确定中标的生产企业、品种、规格、

价格，与疫苗生产企业签订中标合同；全省各县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含承担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的

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下同）根据中标结果通过采购

平台进行网上采购，与疫苗生产企业签订采购供应合

同，并将第二类疫苗供应给本行政区域的接种单位。

三、采购周期

省级集中采购原则上每年一次。集中采购后新批

准上市的、采购目录以外的第二类疫苗，可进行增补采

购或备案采购，具体方案另行制定。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采购周期原则上１～２个
月一次。如有突发事件应急接种等特殊需要，可即时

采购。

四、集中采购流程

（一）编制采购目录。省卫生计生委委托省预防医

学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根据疾病监测信息、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需要和疫苗供应情况，按照第二类疫苗的品

种、剂型、规格等，确定江苏省第二类疫苗采购目录。

（二）发布采购公告。省疾控中心会同省药采中

心，依据本实施方案编制采购文件，报省卫生计生委审

定后，通过采购平台发布，并提交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同步发布。公告日期与疫苗生产企业响应申请截止日

期之间不少于二十日。采购文件的修改、信息发布均以

采购平台为准，采购文件修改和澄清的内容均为采购文

件的组成部分。

（三）资质材料审核。投标企业必须办理指定的第

三方数字认证证书，通过采购平台在网上提交规定的电

子材料。投标企业必须是疫苗生产企业，境外疫苗厂商

在我国境内指定的一家代理机构视同生产企业。投标

企业必须委托本企业工作人员（须提供企业员工身份

证明），持包括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在内的证明文件等材

料办理相关投标手续。投标产品必须具备相应的批准

证书等证明文件。省药采中心会同省疾控中心组织对

投标企业及产品资质证明文件的完整性、表面真实性、

合法性等进行审核。审核发现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要求的，应通知投标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

（四）接受企业投标。疫苗生产企业按照采购公告

的规定，通过采购平台进行网上投标。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印

发的《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５
"

９０４号），疫苗价格由疫苗生产企业依据生产经营成本、
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自主制定。投标企业应在规定时

间内对投标产品进行网上报价，不报价的视为放弃投

标。报价应当是包含从疫苗生产企业到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配送费用以及其他税费在内的交货价。同

企业同通用名的产品之间，不得出现剂型、规格、包装之

间的投标报价倒挂，如有倒挂将作就低调平处理。

投标企业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可以修改或撤回投

标材料。规定截止时间后，投标企业不得对其投标材料

做任何修改，也不得撤销投标。投标材料应真实、完整、

有效，所有文字材料均使用中文（外文材料须提供中文

翻译）。

审核发现投标材料内容不明确的，有权要求投标企

业澄清。投标企业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作出

明确解答。

材料审核未通过的，应通知投标企业，投标企业对

此有异议的，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书面申诉材料，并

交由评审委员会研究处理。

投标企业递交书面纸质材料的，均需加盖本单位

鲜章。

（五）评审。省卫生计生委在疫苗采购评审专家库

中随机抽取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在安全、封闭、保密

的情况下开展评审工作。对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第二

类疫苗，以通用名、剂型、规格等为基础，划分为不同的

评审组进行评审。评审方法如下：

（１）议价采购疫苗评审。在同一评审组中，响应产
品数≤２个的，由评审专家组对投标材料进行审查，并
和投标人进行价格谈判，符合规定的确定为拟中标产

品。（２）竞价采购疫苗评审。在同一评审组中，响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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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数≥３个的，由评审专家组根据产品的质量、价格、服
务等情况，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分，按得分高低确定

拟中标产品，中标规则如下：

响应产品数（个） 拟中标产品数（个）

３ ２
４～５ ３
６～７ ４
≥８ ５

　　（六）拟中标产品公示。拟中标产品经审定后在采
购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７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接受
各方澄清及申投诉。

（七）中标产品公布。根据拟中标产品公示结果，

履行规定程序后，通过采购平台公布中标的生产企业、

品种、规格、价格。中标企业应与省疾控中心签订中标

合同，按照投标文件作出服务承诺。中标合同和服务承

诺的履约情况将作为次年省级集中采购的考评内容。

五、中标产品采购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采购平台公布的第二

类疫苗中标结果，收集汇总辖区内接种单位的需求数

量，通过采购平台进行网上采购，并与疫苗生产企业签

订采购供应合同。签订采购供应合同时，应明确采购疫

苗的品种、剂型、规格、价格、数量和配送方式、配送企

业、配送批量与时间、收货地点以及结算方式、结算时间

等内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购第二类疫苗时，不得采

购中标目录外的产品，不得与企业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

内容的其他协议，也不得进行“二次议价”。

六、疫苗配送

（一）确定配送方式。疫苗生产企业应当按照采购

供应合同直接向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送第二类疫

苗，或者委托具备冷链储存、运输条件的企业配送。生

产企业应在中标后１０日内确定配送方式并通过采购平
台上报。严控配送企业数量，提倡生产企业按照相对集

中的原则，优先选择服务能力强、信誉好的配送企业。

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确定配送关系后，应在网上递交授

权委托书、委托配送合同、配送企业承诺书等材料。配

送企业不得将所接受的委托配送再次委托。

（二）配送要求。疫苗生产企业、配送企业都要严

格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对疫苗

的质量和供应负责，并高效及时、保质保量地供货。原

则上，疫苗送达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时间与疫苗有

效期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６个月。不论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采购规模大小、地理位置远近，配送企业均应

根据采购供应合同，按时进行配送并提供伴随服务。为

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鼓励配送企业积极承接多个生产

企业的委托配送。对于未能按合同提供配送服务的企

业，省疾控中心应督促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提请有

关部门予以处理。除不可抗力因素外，疫苗生产企业、

配送企业不得停止中标产品的生产和配送，出现特殊困

难的应提前报省疾控中心备案。

（三）冷链管理。疫苗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都应当遵守《疫苗储存和运输管

理规范》，疫苗储存、运输的全过程应当始终处于规定

的温度环境，不得脱离冷链，并按要求定时监测、记录温

度，保证疫苗质量。

（四）疫苗接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在

接收或者购进疫苗时，应当向疫苗生产企业索取生物制

品每批检验合格或者审核批准证明、进口药品通关单等

证明文件，并保存至超过疫苗有效期２年备查；还应当
向疫苗销售方和配送方索要疫苗储存、运输全过程的温

度监测记录，记录可以为纸质或可识读的电子格式。对

不能提供温度监测记录或者温度控制不符合要求的，不

得接收或者购进，并立即向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卫

生计生部门报告。对采用冷藏箱或冷藏包运送到接种

单位的，要查看冰排状况及冷藏箱或冷藏包内的温度

表，并做好记录。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建立真实、完

整的疫苗购进、储存、分发、供应记录，接种单位应当建

立真实、完整的疫苗接收、购进记录，做到票、账、货、款

一致，并保存至超过疫苗有效期２年备查。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接种单位发现包装无法识别、超过有效期、脱离

冷链、来源不明等疫苗，应当上报至县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上述疫苗统一回收至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

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计生部门监督下销毁，并

保留记录５年。（五）货款结算与支付。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应根据疫苗采购供应合同，及时完成与疫苗生

产企业的货款结算和支付，原则上从交货验收合格且开

具发票到付款时间不超过６０天。
七、监督管理

（一）建立监管工作机制。实行省市县三级联动、

分级监管的工作机制，省卫生计生委负责疫苗集中采购

的组织实施和监管，各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委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疫苗采购、配送和结算的监管。主要包

括：对签订疫苗采购供应合同及履行情况的监督，防止

标外采购、违规采购、网下采购或从非法渠道采购；接受

有关单位或个人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

生产企业违规行为的举报，并核查处理；对辖区内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及供货企业网上采购、货款结算、疫苗配

送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考核；对未按照规定履行义务

的疫苗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接种

单位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二）健全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对疫苗生产

企业在采购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恶意诬告、相互

串通报价，中标后拒不签订合同、供应质量不合格的疫

苗、擅自提供采购目录外产品替代中标产品、未按合同

规定及时配送供货等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向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采购机构和个人进行贿赂或变相贿赂的，一

律列入不良记录，并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建立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国卫法制发

〔２０１３〕５０号）进行处理。
（三）加强综合监督和管理。根据省物价局印发的

《江苏省市场调节价药品价格行为规则》（苏价规

〔２０１６〕６号），省药采中心在疫苗集中采购结束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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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工作日内，将疫苗采购价格等信息提供给省物价
局。省卫生计生委、财政厅、物价局、政务办等有关部门

通过采购平台网上监管系统实时监控采购双方的购销

行为，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购疫苗的品种、数量、价

格、回款、使用等情况和疫苗生产企业参与采购、配送等

行为进行动态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将疫苗采购情

况作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其负责人的重要考核指标，

对违规进行网下采购、采购中标目录外的产品、与企业

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进行“二次议

价”牟取不正当利益、拖延支付货款的单位，视情节轻

重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整改、责令支付违约金等处理。

省疾控中心、省药采中心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

度，在疫苗采购过程中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建立咨询、投

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环

境。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要认真执行医疗

卫生服务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对疫苗采购信息、价格、生

产企业、配送企业等信息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保

疫苗采购各环节在阳光下运行。

本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第二类疫苗采购目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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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工作记事

１月４日　委副主任、中医药局局长陈亦江会见来
访的泰国传统医药协会顾问蒙德利先生一行，双方就深

化合作进行交流。

１月５—６日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东红赴无锡
慰问江苏省第２６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员家属。无锡市
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陈卫平、副主任杨如年以及相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慰问活动。

１月８日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指导，中国健
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主办，省健康教育协会、盐城市卫生

计生委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国行·健康巡讲一带一路盐

城行”启动仪式在盐城市举行，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

奎、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黄泽民、省卫

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等出席。

１月１１—１５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举办两期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员培训班。中国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纪委书记许培海出席并讲话，省卫

生计生委副主任何小鹏作开班动员。全省２５个被调查
县（市、区）１８０名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参加培训。
１月１２—１４日　国务院医改办专家调研组在苏全

面调研省级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推进情况，总结江苏医改

经验做法和改革成效。省医改办副主任、省卫生计生委

巡视员黄祖瑚陪同调研。

１月１５日　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作工作报告。会前，罗志军书

记、石泰峰代省长、张雷副省长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和指

示。会议由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黄祖瑚主持，副主任何

小鹏，纪检组长周政兴，副主任陈亦江、徐东红、汪华，党

组成员兰青，副巡视员洪浩、李少冬出席会议。设区市

卫生计生委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纪委书记、办公室、监察

室主任，昆山、泰兴、沭阳县（市）卫生计生委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纪委书记；委直属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纪委书记；委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

还邀请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军区总院等部分三级医院

及各三级民营医院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媒体记者和社会

代表参加会议。

同日，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

南京召开。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王咏红，巡视

员黄祖瑚，副主任、党组成员何小鹏，驻委纪检组组长、

党组成员周政兴，副主任、党组成员陈亦江、徐东红、汪

华，党组成员、干部保健局局长兰青，副巡视员洪浩、李

少冬出席会议。会议由周政兴主持。会上，王咏红代表

省卫生计生委与委直属各单位、委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

同志签订２０１６年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责任书。
１月１７日　省卫生计生委、省民政厅、省残联、省

红十字会等有关部门联合在常州市武进区常武太湖医

院举行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慰问活动，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汪华出席活动。

１月１９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委直属单位
工作会议。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通报了

２０１５年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综合目标管理考核情
况。省卫生计生委领导班子成员，在宁直属单位领导班

子全体成员，宁外直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委机

关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同日，省人大召开《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修订情况汇报会，副主任何小鹏出席并《条例》修订情

况作专题汇报。

１月１９—２６日　副巡视员李少冬率队考察英国、
德国医疗卫生制度。

１月２０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无锡召开智慧健康服
务与公共卫生管理座谈会，副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１月２１日　省计生协会会长赵龙，省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省计生协常务副会长何小鹏一行赴无锡惠山区

走访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举行江苏—新加坡南洋

理工学院项目总结会，副主任徐东红到会并讲话。

１月２２日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
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理

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主任王咏红当选为中国卫

生信息学会副会长。江苏另有１２名同志当选中国卫生
信息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５名同志当选常务理事。

同日，全省爱卫办主任会议在淮安召开，省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爱卫办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６年中医药专家新春座谈会在南京
召开。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致辞，委副

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陈亦江主持会议。国医大师周仲

瑛等十一位在宁中医药专家参加座谈。

同日，省医院复核评价和评审委员会常委会在南京

召开，审议２０１５年三级医院复核评价和评审结果，研究
下一阶段全省医院评价评审工作。省医院复核评价和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由副主任委员黄祖瑚主持，副巡视员李

少冬等１５名常委参加会议。
１月２９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直属机关党建工作

会议。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徐东红

出席会议并讲话。

２月１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２０１６年老领导迎春
慰问会。委主任王咏红、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

任孙燕丽、委纪检组长周政兴出席会议，老领导陈家震、

周海珍、陈惠仁、刘洪祺、张肖敏、郭兴华、陈瑛、周道中、

刘昕曜、张华强、唐维新、吴坤平、陈美英、张春延、杨立

舫、马伯生参加慰问会。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在委机关三楼会议室召开机关

新春团拜会。省卫生计生委全体在职人员和离退休干

部欢聚一堂，喜迎猴年新春。

同日上午，副主任徐东红参加省政府办公厅 “保障

群众过好春节”新闻发布会，就节日期间省卫生计生

委、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如何应对寒冷天气、强化医疗保

障、做好院前急救、部署应急救治、保障临床用血等情

况，向与会媒体进行介绍。

２月２日上午　省政府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
设法治政府工作专项督查组对省卫生计生委推进依法

行政和法治建设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副主任何小

鹏参加督查汇报会。

２月５日　副主任陈亦江、汪华分别带队检查春节
安全和应急工作。

２月１６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机关作风建设大
会，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作题为“勇于

担当，主动作为，以更优良作风打造人民满意的健康江

苏”的讲话。会议由党组成员、副主任、委机关作风建

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徐东红主持，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小

鹏，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政兴，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亦

江、汪华，党组成员、干部保健局局长兰青，副巡视员洪

浩、李少冬出席会议。省中医院、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委规划信息处、体制改革处、宣传处主要负责同志作大

会交流发言。委机关全体在职人员，委直属单位党政主

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负责作风建设的科（处）室负

责人参加会议。

同日，第１２期援圭亚那医疗队培训班开学典礼在
南京举行，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东红到会并讲话。

２月１９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委直属在宁单位安
全保卫工作会议，副主任陈亦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

表彰了２０１５年度安全保卫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研究部署年度安全保卫重点工作，签订安全生产工作责

任书。

２月２２日　省委以苏委〔２０１６〕２０７号文，印发《关
于李少冬、陈亦江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省委决定：李

少冬同志任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免去陈

亦江同志的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职务。

省委以苏委〔２０１６〕２０８号文，印发《关于兰青等３
名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省委同意：兰青同志任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李少冬同志

任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巡视员职务；陈亦江同志任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免去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中医药局局长职务。

２月２３日上午　主任王咏红与宿迁市委书记魏国
强一行会商工作，双方就推动宿迁市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原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黄

祖瑚，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亦江，宿迁市委秘书长沈

海斌、副市长赵丽丽等参加。

同日，　省卫生计生委以苏卫办科教〔２０１６〕５号
文，印发《江苏省“科教强卫工程”实施方案》。

２月２４—２６日　省人大常委会组队赴苏州、盐城
市开展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立法调研。

副主任何小鹏参加。

２月２５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徐州召开２０１６年全
省卫生计生规划与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卫生计生委主

任王咏红作出批示，副巡视员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２月２６日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科技教育工作会
议在南京召开。副主任陈亦江到会讲话。

２月２８—２９日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部长
吉尔·轩尼诗一行应邀访问江苏。期间，主任王咏红与代

表团一行进行工作会谈。副主任徐东红参加会谈，并陪

同轩尼诗部长参观南京鼓楼医院，见证南京鼓楼医院与

维多利亚州皇家墨尔本医院续签合作备忘录。

２月２９日　全省卫生计生科技创新大会在南京召
开。会议回顾总结“十二五”科教兴卫工程建设培养历

程，表彰取得显著成绩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医学人才，

启动“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省政府副省长张雷出席

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少军、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陆永辉、省科技厅副厅长段雄、省财政厅副巡视员沈益

锋出席会议。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主持会议，副主

任陈亦江宣读表彰决定并作主题报告，副巡视员洪浩作

大会总结。会前，张雷、陈少军、王咏红接见了杰出贡献

奖获得者。

３月１日　全省卫生计生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全省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会议分别在无锡召开，省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

同日，　省医改办以苏医改办发〔２０１６〕４号文，
印发《全省深化医改综合试点２０１６年工作任务及分
工》。

３月２日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应急工作会议在无锡
召开，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３月３日　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会议在省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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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召开，副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还通

报了２０１５年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向
获得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的５０家单位
和获得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的１７５名
同志颁发荣誉证书。

３月４日　委副主任、中医药局局长陈亦江会见专
程来访的泰国传统医药协会代表团，双方就落实合作项

目进行了交流。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２０１６年全省妇幼
健康工作会议，副巡视员洪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３月７—１１日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组成调
研组赴天津、江西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立法情况调

研，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何小鹏参加调研。

３月１０日　省、市政务服务中心 ＡＥＤ机投放仪式
在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

华出席并讲话，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徐国林、省政府应急

办副主任黄乐年、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胥家鸣

及国际灾难医学常务理事、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王一

镗等出席。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召开２０１６年工会工作会议，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委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席徐东红

出席会议并讲话。

３月１４日　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事迹巡回
报告会在南通市举行，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东红与南

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章树山出席报告会并讲话。

３月１４—１５日　全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会议
在扬州召开，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洪浩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３月１６日　省政府以苏政发〔２０１６〕３１号文，印发
《关于夏心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经研究决定：任

命兰青同志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

一年；任命李少冬同志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

任，试用期一年，免去其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巡

视员职务；任命陈亦江同志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巡视员，免去其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副主任兼省中医

药局局长职务。

３月 １７—２１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率调研
组，来苏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专题调研。

省政协主席张连珍看望调研组一行。在１７日下午召开
的调研座谈会上，副省长张雷代表省政府介绍江苏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情况。省政协副主席范燕青主持调

研座谈会并陪同调研。委主任王咏红、巡视员陈亦江

参加。

３月１７日上午　巡视员陈亦江、副主任徐东红会
见来访的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润明等一行１３人。
３月１８日　省卫生计生委团委召开２０１６年度团

建工作会议，副主任、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徐东

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３月１９日　主任王咏红出席省人民医院２０１６年
度医院工作会议暨第八届职代会、第九届工代会第三次

会议并讲话。

３月２３日下午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党组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全国人大代表、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讲

话，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并提出贯彻落实要求。

同日，江苏省糖尿病区域性 “疾控中心—医院—基

层社区”一体化综合管理项目中期报告会在南京举行，

副主任徐东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校结核

病防控工作座谈会，副主任汪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３月２８—２９日　全省医院和医政工作会议在镇江
召开，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３月２８—３０日　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在南京召开。受省政府委托，２８日上午，王咏红
主任向会议作关于《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案（草案）》的说明。３０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３月２９日　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会议在南京召
开。主任王咏红对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作出批示，巡

视员陈亦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３月３０日　省卫生计生委率先在委机关开展卫生
应急自救互救知识培训，拉开卫生应急进机关的“六

进”活动。副主任汪华出席并讲话。

３月３１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举办全面两孩政
策实施工作培训班，会上重点解读新修改的《江苏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有关政策口径，并部署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相关工作。副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５日上午　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全体成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

议并讲话。

４月６日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召
开立法进展情况协调会，副主任何小鹏、李少冬参加

会议。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２０１６年全省基层
卫生工作会议，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７日上午　省爱卫会联合南京市及玄武区爱
卫会，省、市、区体育局，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在南京市鼓

楼广场开展以“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携手共建健康江

苏”为主题的大型宣传活动。副主任汪华出席现场

活动。

４月７日下午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全委领导干部
警示教育大会，传达国务院和省政府第四次廉政工作会

议精神，观看《违纪之鉴》警示教育片，省卫生计生委主

任、党组书记王咏红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８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连云港召开２０１６年全
省药政工作会议，副主任兰青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９日　省医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总结综
合医改试点一年来的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任务。会

议强调深入推进医改，改出活力，改出效益，改出获得

感。省委书记罗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石泰峰主持

会议。省领导李云峰、张雷参加会议。

４月１１—１５日　副主任汪华带队赴连云港市东海
县开展“三解三促”活动，并围绕加强疫苗采购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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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管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健全完善卫生计生

系统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整合乡镇（社区）卫生计

生执法队伍等工作进行深入调研。

４月１１日　省卫生计生委举办委离退休干部培训
班，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出席培训班并作专题报告。

４月１１—１７日　应台湾中华两岸医事交流与健康
促进发展协会邀请，副主任徐东红一行赴台湾进行为期

七天的调研活动。

４月１３日　省政府在南京召开全省综合医改试点
工作推进会，并与全省１３个市签订医改年度目标责任
书。副省长张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陈

少军、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巡视员陈亦江出席

会议。

４月１３日　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
石泰峰省长作出重要批示。副省长张雷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赵龙、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少

军、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副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

会上，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十三五”人口和计划生

育目标管理责任书，表彰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

和创建工作先进县（市、区）。

４月１４日上午　副主任李少冬赴宿迁市第一人民
医院调研指导工作，并与市委、市政府领导就宿迁市第

一人民医院建设、公立医院改革及帮扶合作等情况进行

沟通交流。

４月１４—１５日　全省卫生计生政策法规工作会议
在南京召开，副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１８—２０日　主任王咏红赴连云港市开展“三
解三促”活动。调研期间，王咏红与连云港市委书记杨

省世、市长项雪龙、副市长董春科进行深入交流。

４月２０日下午　“北布拉邦省与江苏省生命科学
与健康交流会”在南京召开，副主任徐东红出席会议并

讲话。荷兰北布拉邦省副省长保利一行 １８人参加
会议。

４月２２日上午　全省卫生和计划生育行业党建工
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副处长

余祥明同志宣读省委组织部关于成立卫生计生行业党委

的批复。委主任、党组书记、行业党委书记王咏红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由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行业党委副书记

徐东红主持。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何小鹏，纪检组长、党

组成员周政兴，副主任、党组成员兰青出席会议。

同日下午，　全省卫生政促会工作会议在南京召
开，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徐东红出席

会议并讲话。

同日，由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康复治疗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２０１６年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
员洪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２３日　２０１６年全省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理论考试（含中医类别）顺利进行，副巡视员洪

浩巡查苏州考区考务工作。

４月２５日　省医改办组织省医改领导小组有关成
员单位负责同志，赴镇江市调研指导医改工作。省卫生

计生委主任、省医改办主任王咏红，镇江市委书记夏锦

文、市长朱晓明等出席活动。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

江、副主任李少冬参加调研。

同日，江苏省“最美接种医生”和“优秀接种医生”

表彰大会在省疾控中心召开，副主任、省预防医学会会

长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４月２６日　全省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副主任何小鹏出

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副主任兰青到省药品集中采购中心调研工

作，了解中心建设情况和工作运行情况，对进一步做好

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提出要求。

４月２７日　江苏三级医院对口帮扶拉萨市县级医
院工作部署会议在拉萨召开，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

讲话。拉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次仁央宗、拉萨市卫生局

局长扎西德吉，对口支援拉萨市墨竹工卡、林周、达孜、

曲水县人民医院的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和医疗机构领导出席会议，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

张明院长代表支援医院发言。

４月３０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江苏省“十三五”
卫生与健康规划》专家论证会，副主任兰青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５月３日　省卫生计生委以苏卫妇幼〔２０１６〕４号
文，印发《关于加强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服务管理和

临床救治工作的意见》。

５月４日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赴
宿迁调研卫生计生工作，并与宿迁市委书记魏国强就宿

迁卫生计生工作进行深入交流会商。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对委机关及直属单位５４名新
任职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驻委纪检组组长周政兴

就新任职干部如何坚守党性、依法秉公用权、敬业履职

尽责、强化学思践悟等方面展开谈话提醒。

５月５日下午　南京市浦口区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现场考核工作启动会召开，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省血

地办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孙家兴出席启动会。

５月６日　常州市举办“健康家庭行动”启动仪式
暨第二届家庭风筝节，副主任何小鹏、常州市政府副市

长张云云出席活动。

同日上午，　连云港市连云区举行全国首批母子健
康手册试点启动仪式，副主任李少冬出席启动仪式并

讲话。

５月９日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赴
南通与该市卫生计生系统领导干部交流医改工作。期

间，王咏红与南通市委书记陆志鹏就南通卫生计生工作

进行深入交流会商。

５月１０日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
赴扬子江药业集团调研，集团董事长徐镜人等陪同

调研。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全省卫生计生安全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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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巡视员陈亦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５月１０—１１日上午　全省卫生计生信访工作会议
在南京召开，巡视员陈亦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５月１１日　全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会议在南
京召开，副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５月１２日上午　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主

会场设在省政府，张雷副省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主任王

咏红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在各市设分会场。

同日下午，　省卫生计生委、省教育厅、盐城市人民
政府共建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南

京召开。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洪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５月１３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动员部署会。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议由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委“两学一做”协调小

组副组长徐东红主持。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何小鹏，巡

视员陈亦江，副主任、党组成员兰青出席会议。省“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督导员王绍云与会指导。

委机关全体在职人员、离退休干部代表，在宁委直属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办负责人参加会议。

同日，副主任何小鹏出席南通市卫生计生委、港闸

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南通市“国际家庭日”主题宣传活动

暨港闸区“与幸福同行”项目启动仪式。

５月１４日下午　江苏医药卫生职业教育集团“医
教协同培养基层卫生人才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副巡

视员洪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５月１４—１５日　２０１６中国卫生发展高峰论坛暨
“推进医改、服务百姓健康”２０１５年度十大新举措、十大
新闻人物颁奖典礼在宁夏银川举行，副主任徐东红出席

活动。

５月１５日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病原微生物生物安
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血液中心联合建立的经血

传播传染病病原体检测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签约暨揭

牌仪式在江苏省血液中心举行。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

长徐卸古、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长曹务春、江苏省卫

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等出席，仪式由江苏省血液中心主

任孙俊主持。

５月１６日　省医改办主任、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
咏红就省级综合医改工作进展情况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

同日，　省委组织部以苏组干〔２０１６〕１３５号文，印
发《关于朱岷同志任职的通知》，任命朱岷同志为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

５月１７日　省委以苏委〔２０１６〕３８８号文，印发《关
于孙宁生同志任职的通知》，省委同意：孙宁生同志任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巡视员。

同日，　省卫生计生委以苏卫妇幼〔２０１６〕７号文，
印发《关于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的意见》。

５月２０—２２日　第二届亚太卫生应急战略及能力
研究国际大会在南京举行，副主任汪华出席大会并

致辞。

５月２１—２２日　由国家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等单位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６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康缘杯”中药传统技能大赛在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顺利举行。江苏代表队取得三金一银

一铜全部获奖的优异成绩。其中，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连云港中医药分院两名选手全部获得金牌，盐城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一金一银，江苏建康职业学院获得一

枚铜牌。三位教师获得“全国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

５月２４日上午　副主任徐东红会见来访的韩国京
畿道议会代表团宋永万委员长一行１４人。
５月２４—２５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苏州张家港市举

办第一期全省卫生应急理论与实践培训班，副主任汪华

出席培训班并讲话。

５月２６日上午　江苏—新加坡医养结合交流会在
南京召开。副主任徐东红、新加坡卫生部人口老龄化规

划署方素仪署长分别致辞。

５月２７日　副省长张雷出席第１２期援圭亚那医
疗队培训班结业典礼，亲切看望医疗队员，为医疗队授

旗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少军、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王咏红、副主任徐东红出席结业典礼。

５月３０日下午　省爱卫会联合南京市及秦淮区爱
卫会在南京市秦淮区郑和广场开展２０１６年“世界无烟
日”大型广场活动，汪华副主任出席现场活动。

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５日　巡视员陈亦江应邀率团访
问捷克、匈牙利。

５月３１日　副主任兰青赴常州调研，了解中以远
程医疗心电监测合作项目落实情况，听取常州市卫生计

生信息化工作汇报。

６月１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组团支援宿迁一院
启动会议。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宿迁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沈海斌，宿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丽丽

出席会议。

６月２日　全省“新家庭计划”等国家试点地区经
验交流会在盐城大丰区召开，副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召开《江苏省志·卫生志》编纂

工作座谈会，邀请原省卫生厅退休老领导刘洪祺、张国

义、刘昕曜、张华强、唐维新、吴坤平参加座谈会，听取老

领导们对卫生志编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省卫生计生

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召开无偿献血专题座谈会，副

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十三五”规划专家

咨询会在南京召开，副巡视员洪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６月２—３日　时任省委书记罗志军一行访问桑给
巴尔。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陪同访问。在罗志军

和桑给巴尔第二副总统伊迪共同见证下，王咏红主任与

桑给巴尔卫生部首秘祖玛共同签署了卫生合作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王咏红代表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向桑给巴尔

卫生部捐赠眼科和微创外科器械和药品。在桑期间，罗

志军专程看望江苏省第２６期援非医疗队员，王咏红代
表省卫生计生委和全省卫生计生工作者对全体援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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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队员表示亲切慰问。

６月３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推进全省卫
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工作视频会议，省卫生计生委主

任、党组书记王咏红专门作出批示，李少冬副主任出席

会议并讲话。

同日，　省政府以苏政发〔２０１６〕７５号文，印发《关
于郑泽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任命孙宁生同志为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巡视员。

６月７—８日、１９—２１日　副主任李少冬赴淮安盱
眙县、涟水县开展“三解三促”活动，重点就如何破解

“强基层”难题，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等工作进行深

入调研。

６月 １２日　中国（江苏）援塞抗疫医疗队迎“七
一”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交流会在南京召开，副主

任、党组成员汪华出席并讲话。

６月 １２—１４日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带领农业
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水利部、林业局等有关部门组成的

国家检查组，对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行检查。副

省长张雷会见检查组一行，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

省农委主任吴沛良陪同会见。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少军

出席江苏省血防工作情况汇报会并讲话，省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汪华、省农委总畜牧兽医师黄焱等陪同检查。

６月１３日　江苏省医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在
南京隆重召开，省政府副省长张雷、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王咏红、省科协书记陈慧娟、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饶克勤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第九届理事会会长

郭兴华作工作报告，４３９名会员代表参加大会。
大会对获得江苏省医学会“终身医学成就奖”和

“突出医学成就奖”的优秀会员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优秀
市级医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优秀专科分会进行了表

彰。选举产生由１９１名理事组成的第十届理事会和由
６１名常务理事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同时选举王咏红为
会长，陈亦江为常务副会长，李少冬、阮长耿、刘志红、王

学浩、顾晓松、唐金海、韩光曙、史兆荣、刘彦群为副会

长，刘彦群兼秘书长。

同日，　省医师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隆
重举行，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讲话。第

一届理事会会长黄祖瑚作工作报告，３６９名会员代表参
加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由１２３名理事组成的第二届理
事会和由４１名常务理事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同时选举
郭兴华为会长，王虹、方祝元、徐开林、周明浩、侯建全、

高建林、韩光曙、史兆荣、滕皋军、刘彦群为副会长，刘彦

群兼秘书长。

６月１３—１４日　省教育厅、财政厅组织专家组对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

进行验收，省卫生计生副巡视员洪浩出席项目验收会并

讲话。

６月１５日　中共江苏省卫生计生委第一次直属机
关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选举产生第一届直属机关

党委和第一届直属机关纪委委员。委党组书记、主任王

咏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６月１６日下午　省委第八巡视组巡视省卫生计生
委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第八巡视组组长陈照煌就专

项巡视作动员讲话，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王咏

红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巡视组副组长兼专项巡视一

组组长陈荣桂就调查问卷作了说明。

省委第八巡视组副组长兼专项巡视二组组长蒋云

峰、副组长兼专项巡视三组组长汪维宏，专项巡视一组

全体成员和省卫生计生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出席动员

会。委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纪检监察机

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近三年退休领导班子成员等

列席动员会。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第八巡视组于６月１６日
进驻省卫生计生委开展为期一个月左右的专项巡视。

６月１７日　省卫生信息学会在南京召开全省健康
医疗大数据发展应用座谈会，副主任、省卫生信息学会

副会长兰青出席并讲话。

６月１９—２０日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
长论坛在苏州市举办，会议的主题为“深化卫生务实合

作，促进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捷克共和国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匈牙利人力

资源部部长本奇·里特瓦瑞、江苏省省长石泰峰和世界

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１９
日下午，刘延东在苏州会见了捷克总理索博特卡，时任

省委书记罗志军陪同会见。主任王咏红、巡视员陈亦

江、副主任徐东红、副主任兰青参加论坛。陈亦江巡视

员和苏州市卫生计生委、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北人

民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就相关议题发表演讲或参与讨论。

中东欧各国代表还参观了苏州市中医院。论坛期间，南

京鼓楼医院与捷克莫托乐医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江苏苏

北人民医院与匈牙利塞麦尔维斯大学签署友好合作协

议备忘录，南京鼓楼医院、捷克莫托乐医院、阿依夸科学

平台和剑桥大学血管再生实验室签署阿尔茨海默氏病

研究合作备忘录。

６月１９—２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建

设，加大医改攻坚力度，推动社会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为促发展、惠民生作出更大贡献。省委书记罗志军出席

座谈会并陪同调研，省长石泰峰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江苏

教育、科技和卫生工作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

斌，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国务院副秘书长江

小涓，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

副省长张雷、张敬华参加调研或座谈活动。省政府秘书

长王奇参加活动。省卫生计生委王咏红主任、陈亦江巡

视员、兰青副主任、李少冬副主任等陪同调研或参加

座谈。

６月２０日下午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李斌一行调研常州医改推进情况，并视察常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和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省长张雷、省

政府副秘书长陈少军、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和常州市人

民政府市长费高云陪同调研。调研中，李斌充分肯定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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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医改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

放在首位，通过改革，真正做到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

员受鼓舞，卫生事业发展可持续，希望江苏进一步加大

改革力度，继续为全国医改提供新活经验。

６月２３日下午　盐城发生龙卷风冰雹严重灾害，
省、市、县卫生计生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

好受伤人员医疗救治和灾后防病工作。省卫生计生委

王咏红主任、汪华副主任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抵

达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贯彻党和国家领导人、省

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成立现场

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同日，　江苏省第１１期援圭亚那医疗队回国总结
会在扬州召开，副主任出徐东红席会议并讲话。同日，

江苏省医师协会、省医学会、省基层卫生协会联合在南

京召开第三届江苏省“优秀基层医师”代表座谈会。座

谈会上，宣读对丁玮玮等５２名基层医师授予第三届江
苏省“优秀基层医师”称号的决定。省医师协会会长郭

兴华、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６月２４日下午　时任省委书记罗志军专题调研省
人民医院扩建工程，亲切看望慰问工程建设者。省委常

委、秘书长樊金龙，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陪同调研。

同日，　副主任徐东红出席常州市卫生计生系统纪
念建党９５周年暨第６个医师节纪念活动，并为受到表
彰人员颁奖。

６月２７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委机关出生人口性
别比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副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６月２８日　主任王咏红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
医院调研。

６月２９—３０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来苏调研卫生应
急工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陪同调研。

６月３０日下午　省卫生计生委举办 “党在我心
中”主题演讲比赛。委主任、党组书记王咏红出席并致

辞。活动由副主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徐东红主持。巡

视员陈亦江，副巡视员洪浩、孙宁生出席活动。

７月１日　全省卫生计生宣传工作推进会在南京
召开，副主任徐东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７月５日　省卫生计生委紧急召开全省卫生应急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副主任汪华主持会议，并就做好工

作提出要求。

７月６日　省卫生计生委、省医师资格考试领导小
组召开全省２０１６年医师资格考试考务管理工作会议，
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李少冬代表省医

师资格考试领导小组与各市签订《江苏省２０１６年医师
资格考试安全保密责任书》。

７月６日　副主任李少冬出席国家卫生计生委切
实加强防汛抗洪卫生应急工作视频会议。会后，李少冬

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国家会议精神，按照７月５
日全省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要求落

实好相关工作。

７月６日上午和７月１１日上午　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汪华带队分别赴省广播电台和省电视台，做客第６２８
期政风热线直播节目。

７月８日上午　党组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党组书记、主任王咏

红主持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成员参加学习。

７月１３日下午　副主任何小鹏走进“中国江苏”网
在线访谈直播室，就江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与网

友进行互动交流。

同日，江苏省医健产业联盟召开成立大会，副主任

兰青出席并担任联席理事长。

７月１４日　主任王咏红赴江苏建康职业学院浦口
校区，在学院曾庆琪书记、李庆荣院长等陪同下，调研学

院临床护理实训中心及即将竣工的援外医疗培训基地，

听取学院发展情况汇报。

７月１８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来镇江市调研医改工
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镇江市副市长孙晓

南、市医改办主任林枫等陪同调研。

７月１９日上午　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的委
托，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赴宿迁市参加宿迁市

委、市政府举行的省内１３家三级医院组团支援宿迁市
第一人民医院签约仪式。

同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来苏调研第二类疫苗采购
供应管理工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陪同调研。

７月１９—２０日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

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省委书记李强参会，并就江苏综合医改工作作大会

发言。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参加会议。

７月２０日　王咏红主任调研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
院工作。

７月２０—２１日　副主任李少冬一行专题调研苏州
市健康市民“５３１”行动计划。
７月２５日　省卫生计生委启动年度省属省管大型

医院巡查工作，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少冬出席巡查工

作培训会并讲话。

７月２５—２６日　副主任何小鹏赴无锡市惠山区开
展“三解三促”活动，重点就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情况进行深入调研。

７月２７日　王咏红主任赴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在
学院吉文桥书记、吴彬江院长等陪同下，实地察看即将

竣工的新校区，听取学院发展情况汇报。副巡视员孙宁

生陪同调研。

７月２８日　省政府在淮安召开全省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会，推广基层典型经验，

部署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副省长张雷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王咏红作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少军主持会议。

省财政厅、人社厅、物价局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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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淮阴区、苏州市、盐城市大丰区、启东市以及家庭

医生代表作交流发言。各市、县（区）政府分管领导，卫

生计生、财政、人社、物价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同日，　省直老干部工作卫生片成员单位工作会议
在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委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周政兴

出席会议并讲话。

８月２日　副主任徐东红一行在拉萨市卫生局调
研，与拉萨市卫生局、市疾控中心、监督所、妇幼保健院、

卫生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

同日，副主任李少冬一行赴泰州市专题调研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８月３—５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举办全省卫生
计生法治暨行政许可实务培训班，副主任何小鹏出席培

训班并讲话。

８月９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全面两孩政
策实施情况座谈会，何小鹏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召开疫苗集中采购实施方案廉

洁性、合法性、风险性评估会，副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８月１０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专题介绍江苏综合医改试点工作进展。国家卫生计

生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姚建红主持发布会，省医改办主

任、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通报江苏推进综合医改试

点的工作举措、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效。省卫生计生委

巡视员陈亦江，副主任徐东红、兰青、李少冬出席新闻发

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８月１１日　全国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现场培训班
在连云港举办，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到会并致欢

迎辞。

８月１１—１２日　副主任李少冬赴省卫生计生委综
治工作联系点———盐城市响水县，实地调研综治和平安

建设工作情况。

８月１２日　省暨扬州市联合召开全省首次卫生应
急工作规范化建设推进会，副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８月１６日　主任王咏红赴江苏省人民医院钟山康
复医院调研工作，考察钟山康复分院一期工程，听取医

院发展情况汇报。省人民医院院长唐金海、党委书记王

虹、康复分院院长励建安、钟山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陈

逸等陪同调研。

８月１７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举办全省妇幼健
康管理培训班，副主任李少冬出席并作专题讲座。

８月１８日　副主任徐东红会见由桑给巴尔卫生部
副首席秘书阿卜达拉女士任团长的桑给巴尔卫生代表

团一行。

８月２２日　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全国卫生与健康

大会精神。省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级党员

领导干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省卫生计生委

主任王咏红参加学习。

８月２４日上午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

健中心和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共同承办的“妇幼健康中国行走进

江苏”启动仪式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举行。省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李少冬出席启动仪式。

同日，　全省健康城市评价座谈会在镇江召开，省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省爱卫办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８月２４—２５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对我省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研。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何小鹏

等陪同调研。

８月２５日　省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协调小组办公室
全体成员会议召开，省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协调小组副组

长、办公室主任、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

并讲话。

８月２６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委党组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传达学习全国卫生和健康工作大会精神，委机

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委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老干

部代表参加会议。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咏红详细解读习

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卫生和

健康工作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就深入学习贯彻大

会精神提出要求。会议还传达全省“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工作推进会精神，并对切实做好 Ｇ２０峰会期间全省
卫生计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９月２日　副主任李少冬赴徐州调研医疗服务监
管工作，重点调研该市依托医疗信息质控平台开展医疗

服务监管的做法和经验。

９月３日　主任王咏红应邀出席在西安举办的中
美健康峰会，并在主论坛上做专题报告。

同日，由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江苏省中

医药局、南京军区善后办卫生处联合组织的“健康江苏

服务百姓”大型义诊活动周在全省拉开帷幕，全省１３个
市举行广场义诊。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丰

县举行的启动仪式。

９月５日　全省疾控系统和采供血系统党务管理
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在井冈山党校开班，副主任徐

东红出席培训班并授课。

９月６日　苏皖两省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区域协作
工作座谈会在常州市举行，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何小鹏

出席会议并讲话。

９月７日上午　省委第八巡视组组长陈照煌，副组
长兼专项巡视一组组长陈荣桂向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

记王咏红反馈专项巡视情况。陈照煌同志代表巡视组

向省卫生计生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王咏红同志主持

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同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全省妇幼健康服
务专题座谈会，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９月７—９日　省政府法制办、省卫生计生委赴高
邮市、海门市开展立法调研。省政府法制办于爱荣主任

和高建新副主任、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何小鹏等参加

调研。

９月８日上午　主任王咏红出席第五届全球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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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术大会暨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次全国眼科学术

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同日　主任王咏红赴苏州娄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调研苏州健康市民“５３１”行动计划开展情况，并与苏州
市委书记周乃翔、市长曲福田等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医

改、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促进健康管理等有关工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

９月８—９日　副主任李少冬一行专程赴阜宁县调
研指导“６·２３”特大龙卷风冰雹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帮助当地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９月９日　主任王咏红赴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调研。在学院书记崔伟、院长吕俊峰等陪同下，王咏红

实地察看学院护理实训基地，听取学院近年来发展情况

以及“十三五”发展汇报。

９月１１—１４日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带领工
作组专程赴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检查指导援藏包虫病流

调工作。９月２５日，在圆满完成历时一个多月的对口
援藏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任务后，江苏援藏包虫病流调

工作队顺利归来。

９月１２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督导检

查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工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

华等一同参加督导检查。

９月１２—１３日　在苏全国人大代表殷云飞等９位
代表，就综合医改试点工作赴南京、淮安市进行专题调

研。代表们先后实地考察省人民医院、省卫生计生委应

急指挥中心、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中心卫生院、老张集

乡洪涯村卫生室、棉花中心卫生院、王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观摩了人口健康大数据建设成果展示，听取了江

苏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淮安市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苏州市实施“５３１工程”、常州市医养融合发展、启东
市县乡村一体改革等综合医改情况汇报。９月１２日上
午，在考察完省人民医院新大楼后，代表们赴省卫生应

急指挥中心，观摩副主任兰青作的人口健康大数据建设

成果展示，听取巡视员陈亦江作的江苏省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情况汇报。

９月１８—２２日　应省卫生计生委邀请，桑给巴尔
卫生代表团于访问江苏。主任王咏红、副主任徐东红会

见了代表团一行。

９月１９—２３日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组
织部分人大代表赴连云港市、泰州市、无锡市开展《江

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调研。省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汪华陪同。

９月２０—２３日　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
医师协会选择江苏省开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

评估工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委党组成员、

中医科教处处长朱岷陪同检查。

９月２０日上午　江苏省人民医院与溧阳市人民政
府在溧阳举办合作办医签字仪式，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兰青出席并讲话，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常州

市委书记阎立亲证签字仪式。

９月２２日　省卫生计生委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在南京共同举办“江苏省—维多利亚州社区卫生服务

交流会”，省政府副省长张雷和维多利亚州安德鲁斯州

长参加大会并致辞。主任王咏红、副主任徐东红参加会

议，王咏红主持会议。

同日，省卫生计生委、省医师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召

开全省２０１６年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考务管理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９月２４日　正在圭亚那访问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崔丽一行，专程到医疗队驻地，看望江苏省第１２期
援圭亚那医疗队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９月２４日上午　主任王咏红出席中华医学会２０１６
全国激光医学学术年会暨江苏省激光医学学术会议开

幕式并致辞。

同日，主任王咏红出席全省采供血机构领导干部管

理培训班，与省血液系统干部深入交流“健康江苏”建

设工作，并调研省血液中心工作。

９月２６日上午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举办健康中
国学习会。会议邀请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务

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

员饶克勤教授作主题讲座。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

主持会议。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东红、副主任兰青，

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办公室主任，在宁

委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中层干部，宁外委直属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办公室主任，委机关全体人员以及

部分老同志代表参加学习会。

９月２６日　副主任李少冬赴淮安调研市妇幼保健
院与淮阴区妇幼保健院合作共建紧密型联合体情况。

９月２７日　江苏赴德国研修项目总结交流会在南
京召开，副主任徐东红致辞。

同日，副主任李少冬赴南京市栖霞区调研江苏省人

民医院与栖霞区政府“院府合作”工作。会上，李少冬

见证江苏省人民医院和栖霞区人民政府深化“院府合

作（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协议签字仪式。
９月２７—２８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带队在江苏调研。省委书记李

强、省政府副省长张雷会见王国强一行。省卫生计生委

主任王咏红、巡视员陈亦江陪同调研。

９月２８日　主任王咏红在省人大常委会举办的省
人大代表履职学习班上作专题报告，详细介绍国家关于

“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与人大代表深入交流健

康江苏推进情况。

同日下午　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两学一做”专
题知识竞赛现场竞赛，副主任徐东红出席并致辞。

９月２８—２９日　全国基层卫生工作座谈会在盐城
市大丰区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出席会议

并讲话，全国１０个省（市）、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分管领导
和基层卫生处处长参加座谈会，与会代表实地考察大丰

区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现

场。？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致辞。

９月２９日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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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围绕省政府关于全省社会保障基金

管理和监督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卫生计生委

主任王咏红到会接受问询并应答。

询问结束后，副省长张雷代表省政府就推动社会保

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好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同日，　巡视员陈亦江带队检查委直属单位国庆节
日安全保卫工作。

９月３０日下午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及产业
园区试点省方案申报暨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副主任

兰青代表省政府，陈述并答辩江苏省建立国家健康医疗

大数据中心及产业园区建设试点申请方案。省政府副

秘书长陈少军、南京市委常委罗群、常州市副市长张云

云等参加。

１０月１０—１７日　副主任汪华应邀率团赴丹麦、瑞
典访问。

１０月１２—１４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
在南京举办卫生计生系统党务干部培训班和全国文明

单位创建工作交流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直属机

关党委书记崔丽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徐东红参加会议并作题为“以党建引领医院文化建

设”的大会发言。

１０月１３—１４日　全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李斌和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刘谦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省卫

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参加大会并代表各省（区、市）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作题为“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推动卫

生与健康事业快速发展”的交流发言。

１０月１４—１５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对南京市
栖霞区等创建国家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候选单

位进行复核评估，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等陪同复

核调研。同期，由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

江苏省人民医院承办的“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管理研讨会”在南京顺利召开，副巡视员孙宁生

出席并讲话。

１０月１７日　由省卫生计生委和省血吸虫病防治
研究所承办的“第八期全球卫生外交高级培训班”在无

锡开班，副主任徐东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１０月１８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举办的“医院节能与后勤管理培训
班”在南京开班，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兰青出席开班式

并讲话。

１０月２０日　副主任何小鹏赴南京市政务服务中
心和南京市卫生计生委调研卫生计生行政审批工作

情况。

１０月２０—２１日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
年一行在启东市调研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省

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启东市市长黄卫锋、副市长

张卫生等参加调研。

１０月２１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在京召开国家健康
医疗大数据中心及产业园试点工程启动推进电视电话

会，确定江苏、福建及南京、常州、福州、厦门４市为建设

首批试点省市。会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

主持，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斌出席会议并

讲话；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永忠、南京市市长缪

瑞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少军、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

红等专程赴京，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兰青在南京分会场参会。南

京分会场同时举行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揭牌仪式，

有关单位围绕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与应用签订合作

协议。

１０月２２—２４日　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
能竞赛总决赛在南京圆满举办。２２日下午，在江苏建
康职业学院举办总决赛开幕式，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

少冬到会作动员讲话。经过激烈角逐，个人城市全科医

疗组、个人农村全科医疗组、个人社区护理组分别评出

一等奖３名、二等奖５名、三等奖５名。比赛另设团体
一等奖２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５名、优秀奖５名。
１０月２３日下午　副主任徐东红参加由法国驻华

大使馆与法国健康产业联盟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法国

医学日”活动。

１０月２４日上午　由省卫生计生委和英国埃塞克
斯郡政府共同举办的医疗卫生信息技术交流会在南京

召开，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东红、埃塞克斯郡马登议

员分别致辞。

１０月２４—２６日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的
统一安排，由甘肃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晓明带队的国

家督查组一行４人，在苏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现场督
查，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陪同督查。

１０月２７—２８日　省政协副主席许津荣率部分省
政协医卫体育委员会委员赴泰州、南京市，就基层中医

药服务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

陈亦江、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中医科教处处长朱岷

陪同调研。

１０月２８—２９日　第三届中国医院形象传播论坛
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举办，副主任徐东红出席论坛并作

题为“新常态下医院文化建设实践与思考”的专题

演讲。

１０月２９日　主任王咏红出席江苏省医养协作联
合体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国医养结合实践培训班，并作

专题报告。

同日，　２０１６年全国医用设备使用人员业务能力
考评工作顺利结束，副主任兰青巡视了考场。

１０月２９—３０日　省卫生计生委组织２０１６年全省
医疗卫生机构助产技术和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全省共设１３个考点２８６个考场，１．３万余名实践技能考
核合格的考生参加了理论考试。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李少冬对南京市考点进行了巡视。

１０月３０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省中医院举办离退
休干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红歌会。委党组成
员、纪检组组长周政兴出席红歌会。

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１日　２０１６世界物联网博览会
在无锡举办。１０月３１日下午，省委书记李强专门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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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医疗健康物联网体验馆”。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

咏红陪同考察，并一一介绍展示内容。省卫生计生委主

任王咏红、副主任李少冬出席３１日上午举行的博览会
峰会和３１日下午召开的“医疗健康物联网高峰论坛”。
王咏红主任在论坛作题为《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与发

展》报告。

１１月６日　第四届江苏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
启动仪式在南京市建邺区和平法治文化广场举办。巡

视员陈亦江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

１１月７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
召开南京市主城区产科资源调度会，副主任李少冬出席

会议并讲话。

１１月８日　省卫生计生委和省编办联合召开２０１６
年全省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电视电

话会议。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１月１３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北京召开沪苏浙皖
闽四省一市综合医改工作交流会。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

李斌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

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主持工作交流会。省政府副秘书

长陈少军，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巡视员陈亦江出席

会议。交流会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

省分别汇报综合医改试点工作进展情况，通过并签署沪

苏浙皖闽四省一市综合医改联席会议制度协议。

同日，由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和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联合主办的江苏省暨淮安市

第１０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淮安市淮
阴区棉花庄大福村举行。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出

席活动。

１１月１６日上午　副主任何小鹏出席淮安市第五
届“健康·幸福家庭”示范户表彰活动并讲话。

同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直属机关党建工作推进
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徐东红出席会

议并讲话。

１１月１６—１８日　省卫生计生委在南京举办全省
药物政策培训班，副主任兰青出席培训班开幕式并

讲话。

１１月１７—１８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一行在江苏调研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补偿保险工作。省政府副省长张雷、副秘书长陈少

军、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会见王国强一行。省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汪华等陪同调研。

１１月１８日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淮安市卫生计生
委、盱眙县人民政府在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卫生院举

办健康扶贫济困活动，巡视员陈亦江出席相关活动。

１１月１８—１９日　省中医药局在南京举办全省中
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人员和骨干师资培训班。

巡视员陈亦江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１１月２０日下午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第二场
集体采访，邀请 ７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围绕“聚焦富
民，让百姓过上更好生活”接受媒体采访，主任王咏红

出席并接受采访。

１１月２１—２４日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上
海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

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等出席大会。大会发布《上海宣言》《健康城市上海共

识》等重要文件。主任王咏红、副主任徐东红参加大

会，王咏红主任以“江苏医改的探索和实践”为题做主

旨发言。

１１月２２—２４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来苏督查《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落实和相关工作情况，何小鹏副主任作

工作汇报，并陪同督查组赴泰州姜堰区、镇江句容市实

地了解基层工作情况。

１１月２３日　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研究与培训
合作中心揭牌仪式在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举行。副

主任徐东红、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出席揭牌

仪式，并共同为合作中心揭牌。

１１月２５日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省医学会会长王
咏红出席江苏省第二十次心血管病学学术会议开幕式

并致辞。

同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江苏省医学会会长

王咏红出席江苏省第十六次妇产科学学术会议开幕式

并致辞。

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在南京举行。省政府向会议提交关于提

请审议《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的

议案。受省政府委托，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就

《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向会议作

说明。

１２月１日、１２月６日、１２月７日 根据省委统一安
排，作为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先

后赴南京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宣

讲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１２月５日　省政府血地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南京
召开血吸虫病传播阻断达标考核情况通报会，宣布南京

市浦口区、江宁区、镇江市润州区、丹徒区通过达标考

核，达到国家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省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省血地办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２月７日　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李小敏，省卫
计委主任王咏红在无锡会见英国卫生大臣杰里米·亨

特、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爵士一行。杰里米·亨特表

示，期待并将推进双方进一步深化在医疗卫生领域互利

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１２月９日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与海
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吴明

签署《江苏省中医药局 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加强中医

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

书记王咏红与海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副书记韩英

伟等共同见证。王咏红一行在海南期间还实地考察中

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１总医院海南分医院、三亚市中医院等
相关项目，就苏、琼两省联合在三亚市建设集中医医疗、

养生、保健、养老、旅游一体的示范基地等方面作进一步

交流。

·１６·大事记



１２月１０日　主任王咏红赴宜兴九如城康复医院
调研医养融合工作，宜兴市市长张立军、无锡市卫生计

生委主任谢寿坤等陪同调研。

１２月１２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召开全国卫生
计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国家卫

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咏红

主任作题为“创新机制，凝聚力量，积极探索新形势下

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径”的经验交流。

同日，省卫生信息学会健康医疗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省卫生信

息学会副会长兰青出席会议并致辞。

１２月１３日　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第三次学术年
会暨健康医疗大数据高峰论坛在南京召开，省卫生计生

委主任、省卫生信息学会会长王咏红出席大会开幕式并

致辞，副主任、省卫生信息学会副会长兰青出席会议。

１２月１４日　援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术合作
项目启动仪式在南京举行，副主任徐东红与会并致辞。

１２月１６日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江苏省医疗纠纷
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有关律

师代表对该条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副巡视员孙宁生

出席会议。

１２月１６—１７日　江苏省医院协会第十五届医院
院长论坛暨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主任王咏红
出席会议。

１２月１９日　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
会第一次主任会议在南京召开。省食标委主任委员、省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副主任委员、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副局长樊路宏，副主任委员、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李

俊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２月１９—２３日　省卫生计生委举办两期“２０１６年
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调查员培训班。副

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２月２０日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计划生育家庭发
展工作座谈会。副主任何小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２月２１日　由江苏省５名优秀基层医生组成的
先进事迹报告团，作为全国典型，赴重庆市参加全国卫

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报告团由副主任徐

东红领队。

１２月２２日　副主任何小鹏陪同省计生协会会长
赵龙调研南京市浦口区基层计划生育协会工作。

１２月２３日上午　省卫生计生委对委机关及直属
单位２７名新任职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驻委纪
检组组长周政兴就新任职干部如何坚定理想信念、

严于律己、勇于担当、自觉接受监督等方面展开谈话

提醒。

同日，　为期２１天的援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合作项目专家组出国前培训班即将结束。副主任徐

东红专程看望正在接受培训的专家并讲话。

１２月２７日　全省卫生计生行业党建工作推进会
暨省级青年文明号、手表彰会在常州召开。会议参观常

州市卫生计生系统党建文化基地和青年文明号，表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全省卫生计生系统省级青年文明号和
青年岗位能手，举行全省卫生计生志愿服务总队成立和

宣誓仪式。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直属机关

党委书记、行业党委副书记徐东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２月２７—２８日　省中医药局在南京举办２０１６年
中医院院长培训班，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出席培

训班并作专题授课。

１２月２８日上午　江苏省医学会２０１７年年会在南
京召开。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省医学会会长王咏红出席

会议，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省医学会常务副会长陈亦

江主持会议。省医学会副会长阮长耿、刘志红、王学浩、

唐金海、韩光曙、史兆荣、刘彦群出席会议。大会对荣获

２０１６年“江苏医学科技奖”的４４个项目主要完成人进
行表彰并颁发证书，会议还授予２０１６年在学会工作中
成绩突出的眼科学分会等１８个分会“先进专科分会”
荣誉称号。

同日，　省医院复核评价和评审委员会常委会在南
京召开。省医院复核评价和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卫

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副主任

委员、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主持，全体常委参加。

１２月２９日　副主任何小鹏出席江苏省计划生育
协会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和五届三次理事会。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委直属单位
工作会议，总结一年来委直属单位工作情况，通报２０１６
年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结果，研究部署２０１７年重
点任务。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亦江巡视员通报了２０１６年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
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情况。会议由驻委纪检组长

周政兴主持，在家的委领导班子成员副主任徐东红、汪

华、兰青，副巡视员洪浩、孙宁生，党组成员朱岷出席

会议。在宁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宁外直属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委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

１２月３０日　省政府以苏政发〔２０１６〕１７８号文，印发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同日，省政府办公厅以苏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６４号文，
出台《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暨现代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同日，省政府办公厅以苏政传发〔２０１６〕３５２号文，
印发《关于成立省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的通知》，省

政府决定成立省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省政府张雷副

省长任主任，王咏红主任、陈少军副秘书长任副主任。

省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卫生计生委，王

咏红兼任办公室主任，陈亦江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李少冬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１２月３１日　江苏省级机关医院溧水分院项目正
式签约，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出席签约仪式并讲

话。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孙家兴、溧水区区委书记谢

元、区长薛凤冠参加签约仪式。

（何新羊）

·２６·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工作进展

综 合 管 理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综述】　省委、省政府将
２０１６年确定为综合医改落实年、突破年，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亲自召开省医改领导小组会议，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省政府召开全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推进会、全省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会，推动省

级综合医改试点不断深化。刘延东副总理亲临江苏视

察，并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江苏省认真落实中央深化医

改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综合医改试点

成效显著。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省委李强书记全

面介绍了江苏综合医改试点的做法。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
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发文，将江苏薪酬制度改革、医联体

建设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典型做法向全国推广。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３２１３５个（含村卫生
室），医疗机构３１０３７个；全省卫生人员总数达６５４２１０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２０．４７万人 ，注册护士２２．１２
万人；全省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总数为４４．３１万张；全省每
千人口床位数、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和每千人

口注册护士数分别为５．５４张、２．５６人和２．７７人。全省总
诊疗人次５．５２亿人次、住院１３０９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１．０８％和７．５１％。全省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到７７．５１岁，
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３．００‰、４．２３／１０万，
群众主要健康指标位居全国前列。２０１６年全省人口自
然增长率２．７３‰，稳定在较低的出生水平。

省级综合医改　一是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加快
构建。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完善，省安排专项补助资

金４．７１５亿元，各地细化投入政策，全省公立医院药品零
差率补助得到较好落实。公立医院债务化解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南京、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等地安排化债资

金４．１７亿元。出台公立医疗机构病床价格管理办法，修
订护理收费规范，研究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省和１２个设区市成
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１３０家二、三级公立医院探索
建立法人治理结构，１４０家二、三级公立医院实行总会

计师制度，２８９家二、三级公立医院实行成本核算控制。
先行先试地区启动编制备案管理，改革薪酬制度，探索

建立绩效工资总量动态调整新机制。二是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全面推进。大力推行城市区域性医疗保健集团

和农村县乡村医疗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全省共建有医

联体１８７个，其中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２０个。三级综
合医院对口支援１～３所县级人民医院，所有基层机构
均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出台政策，明确

城市大医院将不低于２０％的专家号源留给基层。在全
省建立结核病分级诊疗和综合防治服务模式，开展高血

压、糖尿病分级诊疗试点，所有设区市及８０％的县（市、
区）实行妇幼健康项目分级服务。推进胸痛、创伤、卒

中、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五大救治中心”建设，出

台建设指南，构建重大疾病分级防治体系。设立１０００
万元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专项补助经费，围绕重点人

群着力提升签约服务履约率、续约率和家庭医生定点就

诊率，全省家庭医生人群签约率３２．１４％、重点人群签约
率４４．８％，为全国签约服务数量最多、签约率最高的省
份，全省基层诊疗人次已占诊疗总数的６０％。三是药
品供应保障更加有力。全省共集中采购药品５８６．６６亿
元，其中基本药物１３２．３５亿元。遴选３５家短缺药品监
测哨点，确定新一轮短缺药品承储企业，加强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新一轮集中采购第一批产品实现上网采购，

第二批产品完成上限价制定。６大类高值医用耗材采
购平稳有序，全年采购１９．４４亿元。四是智慧健康助力
作用更加明显。组织实施人口健康信息化三年行动计

划，建成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省和所有市、县

（市、区）建立区域信息平台。启动医疗服务综合监管

系统建设，分级诊疗系统建设有力推进。８０％以上的县
（市、区）建立区域影像、心电、检验、病理等中心，基本

实现以县域为单位市、县远程医疗服务全覆盖。２０１６
年全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第三方满意度调查显示，患者

和医务人员总体满意度 ９３．０６％，比上年提高 １个百



分点。

基层运行新机制　一是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省扶持７４３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
备装备，新建成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６１个、省示范村卫生
室３７５个。积极开展“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创建活
动，有１１７个乡镇卫生院被国家确认；实施社区卫生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确认全省首批２０家优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城乡联动培育特色科室，全省已有３５３个基层
特色科室建设单位建成开诊，门急诊及住院人次占基层

总服务人次比重２７．５％。二是强化基层人才培养，推动
基层卫生人才“县管乡用”，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评审，全科医生高级职称可超岗聘用。遴选

２０００名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在地方财政人均补
助２万元的基础上，省再给予人均１万 ～２万元的专项
补助。积极组织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

动，实施基层卫生人才“百千万”提升计划，培训在职基

层卫生人员１２３２９人，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
生１４４９人。三是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
革，全面调整完善基层机构功能定位、财政补助、人事管

理、绩效分配、医保支付、基药价格等政策，推进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将收支两条线管理调整

为核定任务与定额补助挂钩、适时动态调整，省对村卫

生室定额补助从每村每年１万元提高到１．５万元。
公共卫生计生服务　一是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覆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居民，人均补助经

费达到５７元。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效果有效提升，
构建起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及综合医院协同服务的“三位一体”综合防治体系。妇

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补服叶酸、“两癌”检查等项目完成数

分别是国家任务数的１．４倍、１．２倍、６．７倍。二是重大疾
病防控成效显著，新增４个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传
播阻断标准，以县为单位阻断达标率提高到９５％；所有
县（市、区）均通过消除疟疾达标考核；全省甲乙类传染

病发病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艾滋病新报告感染者年

增长率、肺结核发病率进一步下降。率先实现疫苗网上

招标采购和配送全流程管理，率先建立基础保险与补充

保险相结合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机制。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９０％以上，累计建成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２５个。三是爱国卫生工作进一步加强，新
增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３４．２万座，全省无害化卫生户
厕普及率提高到８８％。全面推行公共场所控禁烟，组
织开展新一轮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城乡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测覆盖所有水厂和乡镇，农村环境卫生监测覆盖

所有设区市。新建成２个省卫生县城、４１个省卫生乡
镇（街道）、６８１个省卫生村，３个市被列入国家首批健
康城市试点。四是食品安全体系更加完善，全面完成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市、县级中心和省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

医院验收授牌，率先建成省、市两级食源性疾病分子溯

源网络实验室，风险监测覆盖所有县（市、区）和二级以

上医院。累计发布１２项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备案食

品安全企业标准１．５万份。五是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
升，做好“省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风险评估与预警平台”

项目和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组建工作，共建立紧急医学

救援基地２３０个。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已
命名６７个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示范）县（市、区）。妥
善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１２９起，快速有效做好盐城龙
卷风冰雹特大灾害卫生救援工作，得到国家卫生计生委

和省委省政府领导肯定。

计划生育工作　一是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省政
府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完

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全年办理生育登记７５．９８万件，办
理再生育审批１２３２６件。落实“十三五”目标管理责任
制与创建活动，省政府命名表彰“十二五”人口协调发

展先进县（市、区）６０个。二是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
进一步提高，奖励扶助提标扩面，６个设区市实现企业
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由市财政兜底，年满６０周岁的独
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对象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至

每人每月６００元、７００元。共发放计划生育各项扶助资
金２０余亿元，惠及１６０余万人。持续推进出生人口性
别比综合治理，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１０．７８，较２０１５年
末下降０．９个百分点。新建成幸福家庭创建项目县
（市）１３个。三是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水平有效
提升，完成全省均等化工作督查评估，流动人口生育登

记服务、电子婚育证明应用全面开展，健康教育和促进

计划有效落实，社会融合全面深化，７个案例被国家评
为健康促进和社会融合典型案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稳步推进。

医疗服务　一是强化医疗服务管理，落实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４０项措施，建立统一的公立医院医疗费
用监测平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除儿童医院）全面停

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预约诊疗系统连接所

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三级医院平均预约就诊率８７％。
开展临床路径管理的医疗机构３７６家，省新增１２个病
种日间手术临床路径，全省日间手术病种数累计４００多
个。２３０家医疗机构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服务，“优质
护理服务”实现三级医院全覆盖。全年医院入出院诊

断符合率、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

符合率等主要质量指标均９８％以上。二是妇幼健康服
务水平大幅提升，技术资源整合与县级妇幼保健院规划

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市、县两级资源整合到位率超过

８０％，新增产科床位１３００多张、儿科床位１０００多张，基
本满足服务需求。建成２３个省级、２６个市级和１４６个
县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综合救治能力

进一步增强。建成１７家省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
（市、区），国家级示范单位总数位居全国第二。三是科

技人才建设成果丰硕，全面启动“科教强卫工程”，遴选

出１０个临床医学中心、６个临床医学中心建设单位、
９名医学杰出人才、８名医学杰出人才培育对象和５０个
重点学科、６６个创新团队、１２０名重点人才。新推广适
宜技术６０个，评审奖励江苏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２６６项，
新招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５２６０人。深入实施“六个

·４６·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一”工程，确定卫生杰出人才１２名、领军人才１３４名、拔
尖人才１４３８名；引进江苏特聘医学专家（双创人才）５６
名、卫生双创团队１４个、县级公立医院博士６２名。

中医药综合服务　遴选２５个第二批省基层中医特
色专科专病建设项目、３０个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
２２个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全省
９７％的基层机构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力推进中医
诊疗模式创新试点工作，积极拓展中医药健康服务领

域。遴选产生第三届“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候选人

推荐对象，评选１０名“国医名师”，新增全国中医优秀
临床人才 ２９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８０
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２９个。全面实施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１５３４人通过结业考核。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顺利通过验收，中医药传统知识

调查和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新增国

家中医药重点研究室２个、国家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
３个。连续第６年开展“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
康巡讲活动，举办第四届江苏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周，中医药健康讲座１４６９场次，直接受益群众４７．１２万
人次。

综合监管　一是卫生计生法治建设稳步推进，加快
卫生计生立法制规进程，提请省人大及时修改《江苏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

条例（草案）》已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初审。印发全省卫

生计生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全面推行法

律顾问制度，出台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方案，加

强全省卫生计生法治暨许可实务培训。二是“放管服”

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卫生计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

取消、下放、委托等方式再调整一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强化第二、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等取消、下放事项的

事中、事后监管。编制完成１９４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办
事指南，主动承诺审批时限原则上不超过法定时限的

５０％，２０１６年共受理许可和政务服务事项申请５３８３件。
三是监督执法更加有力，出台进一步加强综合监督行政

执法工作实施意见，积极推广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全

年开展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日常监督近２２万户（次）
数，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依法执业、二类疫苗预防接

种、“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等专项监督检查，立案查处

２２７１起，罚没款总额７０２．９万元。全面叫停违规开展自
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行为，监测各类医疗广

告４万件，移送违法医疗广告１０７件。
其他各项工作　重大卫生计生发展规划编制基本

完成，出台《“十三五”卫生与健康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

建设规划》《“健康江苏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经省政府常务
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医药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上报省政府，《全省医疗服务
体系规划》通过国家专家组评审，其他专项规划陆续出

台。创新开展新闻宣传，加强典型选树宣传，建立近

２００个先进典型资料库，举办巡回报告会９场，胡方斌
医生荣获“全国十大最美医生”称号。强化舆论引导，

组织中央媒体专题采风，全年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新闻

稿件８１２篇次，其中中央级媒体２８１篇次。开通“健康
江苏”官方微信，全年推送图文消息２５１篇。全球卫生
合作取得新成效，启动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项目，有

序开展中非对口合作，卫生援外工作突出新技术、新项

目，中央电视台１５次专题报道，国际声誉和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强化人才海外培养，全年共有１１０名医护人员
完成研修任务。党风行风建设进一步强化，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

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强化行业党建，以党建引领卫生

计生系统文化建设，确定３４个全省第一批医院文化建
设示范点。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新成效，新增省级文

明单位５７个，原有１１９家省级文明单位通过复核。狠
抓行风建设“九不准”规定落实，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和

“回头看”，评选第三届全省十大医德标兵和百名医德

之星。第三方调查显示，２０１６年全省出院患者综合满
意度９３．７３％。此外，平安医院、健康扶贫、安全生产、信
访维稳、政务公开、干部保健、离退休干部等工作也都得

到较好落实，取得新成效。

（何新羊　谢文兴）

【支持苏北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工作】

一、提高苏北地区农村居民医保水平。一是着力提

高新农合筹资水平。会同省财政厅下发《关于调整

２０１６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补助标准的通知》，明确
各级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４２５元以上。根据市县
财政保障能力，省财政对各地给予分档补助，向经济薄

弱地区倾斜。２０１６年，全省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９９％
以上，人均实际筹资５８８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人均达
４５１元。中央及省财政共补助苏北五市６１１１１３万元，对
苏北人均补助达２６０９７元，高于苏中的２０４４６元、苏
南的１１８８２元。二是扎实落实重大疾病保障和大病保
险政策。继续开展儿童先心病等２０类重大疾病保障，
实际补偿比例保持在７０％以上。大病保险制度覆盖所
有参合人群，较新农合基本保障实际补偿比提高１０个
百分点。三是进一步优化新农合管理服务。积极推进

异地就医结算，实施“六统一”管理，指导苏北地区完善

转外就医补偿政策，连云港、淮安、盐城３个设区市完成
与省平台对接，“省内无障碍、省外有渠道”的异地就医

联网结算机制基本建成。深化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推

荐徐州、连云港为全国新农合 ＤＲＧｓ付费改革试点
地区。

二、指导苏北地区做细做实公共卫生服务。下发

《关于调整２０１６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的
通知》，明确２０１６年全省人均基本公共卫生补助标准提
高到５０元以上。根据市县财政保障能力，省财政对各
地给予分档补助，向经济薄弱地区倾斜。２０１６年，全省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实际补助达５７元。中央及省财
政分三批共补助苏北五市８５６４５万元，人均补助达
２８４６元，占中央及省补助总额的５４８４％（苏北五市常
住人口总数只占全省的３７７３％）。

三、扶持苏北地区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５６·工作进展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施设备补助工作中，对苏北地区

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村卫生室给予

重点倾斜。２０１６年，累计投入５６０５万元，扶持苏北地区
３１所乡镇卫生院、２２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２８１
个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分别占全省扶持总数的

６２％、５５％和７０％；按照每所乡镇卫生院不超过１００万
元、每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超过８０万元的标准，
扶持苏北地区７７所乡镇卫生院、２６个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配置基本医疗设备，分别占全省扶持总数的

５９％、５１％。
四、加大苏北地区农村改厕工作力度。２０１６年，全

省农村改厕项目重点向苏北倾斜，共扶持苏北改造农村

户厕 ２５４万座，占全省改厕任务数（３４万座）的
７４７１％，其中连云港市３６万座、淮安市２万座、宿迁
市７万座、徐州市４８万座、盐城市８万座。省财政对
苏北地区农村改厕按照无害化卫生户厕每户６５０元给
予补助，共补助资金１６５亿元。通过努力，苏北地区无
害化 户 厕 普 及 率 由 ２０１５年 底 的 ８０２８％ 上 升
至８４１３％。

五、加大苏北地区基层卫生人员培养和引进力度。

一是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下发

《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
的通知》，确定２０１６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招
生计划１４４９人，其中苏北地区招收６５１人，占全省计划
的４４９％，下达补助经费６２０万元。二是加强基层卫
生骨干人才遴选工作，遴选名额向条件艰苦的单位，尤

其是苏北地区倾斜；苏北地区补助标准每人每年２万
元，高于苏中、苏南每人每年１万元的标准。２０１６年，
苏北地区共有８００名基层医务人员被确认为省级优秀
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占全省总数的４０％。三是加强实
训技能培训。安排苏北地区５５２名乡镇卫生院临床医
师骨干到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务实进修，完成２０１７名乡
村医生在市县级医院实用技能培训，其中安排１１０名优
秀乡村医生到市级以上三级医院进修，占全省培训名额

的５５％。
六、扶持做好计划生育相关工作。加大计划生育奖

扶资金对苏北地区的倾斜力度。２０１６年，苏北五市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 ２４５万人、占全省总数的
１６５％，转移支付１５５９３万元、占全省资金总额２８１％；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２８３６５人、占全省总数的
２３９％，转移支付６１７３万元，占全省总数的４９５％。扎
实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下达苏北五市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补助经费２７４７万元，保障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
符合条件的育龄群众享受到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

加强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将苏北五市所有县

（市、区）列为国家试点地区，拨付苏北五市各项目县

（市、区）专项经费１８９７万元，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２９８万人，目标人群覆盖率达１００％。

（张　磊）

【卫生计生信访工作】　一是法治进程有序推进。坚持

法治理念、法治思维，落实群众依法逐级走访制度，全面

推行实施依法逐级走访权益保障卡，群众依法逐级走访

的意识增强。扎实推进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把

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按照法定程序解决问

题，依法进行终结处理，实现从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化解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向依法按程序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

题的转变。稳妥处置进京赴省非正常上访，力促依法、

理性、文明信访工作新风尚逐步形成。二是工作机制更

加健全。强化问题导向，立足补短板，建立完善巡视督

查、信息反馈、限期报告、定期通报、责任追究等一系列

制度机制，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制度化，有效提高整体

工作水平。三是矛盾问题化解有效。坚持把解决问题

作为信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

“两学一做”的重要内容，通过领导接访下访和信访包

案积案攻坚，为群众就地反映诉求提供便利，有效将大

量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妥善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四是重大活动保障有力。将重大活动期间

信访稳定摆上突出位置。围绕重点人员稳控、群体访应

对等关键环节制订工作预案进行安排，早预测、早做工

作。全国“两会”、Ｇ２０杭州峰会、国家公祭活动期间均
实现无大规模集体访，无极端信访事件，无媒体不良炒

作的目标。

（卢　勇）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一、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在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门户网站上及时公开２０１６年度部门预算等财务、价格
信息。通过江苏省医疗机构药品（耗材）网上集中采购

与监管平台，对全省药品和医用高值耗材的集中采购信

息进行公开，对集中采购的政策文件进行发布和解读，

同时进行采购与运行的网上监管。建立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信息公示告知制度，定期在村、乡、县等统筹覆盖层

级公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集、使用情况，并向社

会公布，接受参加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江苏省卫生计

生委门户网站上设置“疫情发布”“健康知识”“资料下

载”“医疗资讯”等板块，定期公布传染病疫情，及时公

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发布单病种及医疗

机构门诊导医信息，普及健康知识，竭力满足群众卫生

计生服务需求。同时依托“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做好卫生
计生信息公开和政策解读，构建与社会、公众沟通的通

道。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３７５８条，全年参加或举办各类新闻发布会２５次，发布
政策解读稿件近百次。

二、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制订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明确责任和工作进度，重点做好省政府２０１６年工作
要点中涉及卫生计生的内容，切实做好公开工作。一是

积极推进生活饮用水水质公开。继续将全省水质监测

结果向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通

报，并要求各地按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向社会公开水质监测结果。

二是完善院务公开工作。出台《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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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务公开工作要点》，进一步指导全省医疗机构院务公

开工作的开展。在各医疗卫生单位普遍实行服务公示

制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江苏省医疗机构主要窗口服务

规范》，指导各级医疗机构按照要求规范开展工作。全

省医疗卫生单位健全相关制度，通过门户网站、显示屏、

公告栏、多功能自助服务终端等形式，建立多层次、全方

位公开途径。各医疗机构还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手

机ＡＰＰ等方式实现导诊、资讯发布、检验检查结果实时
推送、专家互动以及在线支付等，方便患者获得所需医

疗服务等相关信息，尝试实现医疗服务信息精准“投

放”。三是做好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公开工作。主动公

开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相关文本，在委门户网

站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

的通知》，主动简化备案申报材料，进一步方便企业办

事。自２０１６年起，将备案的企业标准在省卫生监督所
网站上公示，方便社会各界查询下载。四是及时发布疫

情信息。坚持组织专业人员，对全省传染病信息及时进

行统计分析，掌握全省各类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及

动态分布，及时进行风险研判，制定落实防控措施。同

时，继续定期通过江苏省卫生计生委门户网站向社会公

开发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三、加强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建立卫生计生舆

情监测机制，针对卫生计生重点、热点，特别是深化医

改、全面两孩等重大政策，将政策解读与政策制定同考

虑、同策划，及时做好新闻发布，回应社会关切。围绕全

面两孩政策出台，制作新闻通稿、答问口径、政策图解、

宣传片等宣传资料，及时在《新华日报》等媒体刊发权

威问答，利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发布政策图解、公益

广告，向基层提供墙报、宣传折页等宣传材料。２０１６年
８月１０日承办国家卫生计生委江苏综合医改试点工作
进展专题新闻发布会，５位委领导出席并回答记者提
问。发挥“健康江苏”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作用，

其中微信专门开设“惠民政策问答”栏目，对群众普遍

关注的一系列政策进行生动详细的解读。

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建立网上申请、电

话申请等多种申请渠道，全方位接受申请。对依申请公

开政府信息的受理、办理、送达等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并

明确工作要求，建立多层审核制度，主动加强与申请人

的沟通联系，了解掌握真实诉求，认真研究答复意见，努

力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办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２７８件，均及时予以答复。

（韩　毅）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２０１６年，省人大、省政府、省政
协向省卫生计生委交办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

议和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共１３９件，其中省
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６０件、省政协十一届四
次会议委员提案７９件，涉及卫生计生工作的各个领域
和层次，集中反映在公立医院改革、新农合、医患纠纷、

“强基层”“看病难、看病贵”、养老服务、计划生育奖励

政策等方面。一是加强领导保证办理质量。召开专题

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坚持开门办理、跟踪办理、考核评

分办理等制度，推动工作规范运行。形成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办公室牵头协调、各处室各司其

职的办理网络，做到每条建议、每件提案逐一落实到职

能处室和责任人。同时完善办理机制，严格办理程序，

提高办理质量。二是加强与代表、委员沟通联系。坚持

做到对在宁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件件上门答复，当面

听取意见；对重点建议提案，由领导带队，采取请进来专

题座谈，或组织现场调研、现场办理；对外地代表、委员

的建议、提案，采取信函或电话先征求意见，后正式行文

答复。对每例建议、提案的办理过程、办理情况及办理

结果都进行全程跟踪，主动向代表、委员征求对办理的

意见，准确掌握部门和代表、委员们对办理工作的评价。

承办的１３９件建议提案全部按时办结，反馈意见均表示
满意或基本满意。三是进一步扩大办理成效。对代表

委员的建议提案进行梳理和分类归纳，办好代表委员们

反映的突出问题，注重吸收采纳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把办好重点建议提案、采纳落实意见建议作为改善政府

形象、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注重办实事、见实效。

同时，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和省人大代表

建议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

〔２０１４〕１０５号）要求，建立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与公开
同步审查的工作机制，分阶段推进办理结果公开。对于

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

晓的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按照要求进行公开。

（韩　毅）

【政务信息工作】　全年共报送《卫生专报信息》２３５
期，报送量和采用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江苏省卫生

计生委办公室被省政府办公厅评为政务信息先进单位，

负责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印发《江苏卫办通报》１７
期，及时下发各地各部门，有力保障政策精神的及时传

达，经验交流的及时共享。办理多件《领导批示反馈》，

确保件件批示都能及时反馈。

（韩　毅）

【机关后勤保障】　拟制《维修管理办法（讨论稿）》，分
类对维修事项的报修权限、流程进行规范，突出大项维

修工程中的询价招标、申请审批管理；拟制《委机关办

公用品管理（讨论稿）》，通过采购询价、报批机制，进一

步规范办公用品采购、报销流程。全年共组织各类维修

约计１２００次，保障办公用品１５６万件，保障各类会议
５０２场，收发报刊１０２种８９万份，收发信件、包裹７３
万件，调整电话１２０余次。整理、印发《委机关内部通讯
录》《全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通讯录》。协调高楼门社

区，对院内下水管线进行清理整治。配合供电、供水、供

气部门完成年度检修，确保全年水电气供应正常、无事

故。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流程，健全管理机制，明确

职责分工，通过在处室设立资产管理员的方法，建立机

关资产管理队伍。聘请南京永宁会计事务所协助江苏

省卫生计生委机关固定资产合并审核、调账等工作。科

·７６·工作进展



学区分问题性质，合理进行分类处理，在账物相符的基

础上，对清查问题进行严格甄别，特别是对机构合并前

遗留的问题，逐一进行清查，注明金额、数量、性质。对

因资产未核销而出现的盘亏情况，查明资产报废时间、

批次、类型、数量，形成情况报告，进行资产核销。根据

固定资产管理规定，结合工作实际，修订、制作固定资产

采购、申请、报废等表单，进一步规范全委固定资产管理

流程，强化委机关固定资产的有效管理。通过“清理一

批、报废一批、划转一批”的方法，努力使资产管理合规

合编，提升委机关固定资产管理水平，实现资产的精细

化管理。组织对委机关大楼进行用能统计和分析，准确

掌握所属各部门的建筑幢数、建筑面积、特殊用能区域、

用能人数、车辆数量、重点用能设施设备等基本信息，摸

清当前节能工作基本情况，夯实节能工作基础。以“江

苏省公共机构能耗统计管理系统”启用为契机，利用信

息化技术实现能耗统计、网络报送、能耗分析等功能，加

强能源资源消费管理。及时补录能源资源消费数据，通

过数据对比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节能措施。一是抓好

节约用电工作。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养成随手关灯习

惯，杜绝白昼灯、长明灯。电梯实行智能化控制，合理设

置电梯开启数量和时间，加强电梯运行调节和维护保

养。减少空调、计算机、复印机等用电设备的待机能耗，

及时关闭用电设备。二是加强节约用水管理。加强用

水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实施水分户计量，开展水平衡

测试，及时更换老化的供水线路，防止跑、冒、滴、漏现象

的发生，避免长流水现象的发生。三是努力节约办公设

备、办公用品开支。规范办公设备、用品的配备、采购、

领用制度，充分使用网络办公，减少纸质文件印发。提

倡双面用纸，注重纸张的再利用。四是开展节能技术改

造。除加强管理以外，注重加强设备设施的技术改造，

节约水电等运行成本。五是加大节约宣传力度。号召

全体干部职工厉行节约，合理消费，以实际行动给全系

统节能工作作表率。根据中央和省“车辆集中管理、统

一调度使用”的要求，认真做好机关公务车的日常使用

和管理等工作，用车按时间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调配，

用车人（处室）需填写《用车申请单》，除出入省委省政

府等机关大院和紧急情况需派车的，市内交通距离较近

或公共交通易于到达的，原则上不安排公务用车；对公

共交通不便、到达区域路程较远的可安排公车送达。公

务活动时间过长的，原则上车辆不在公务场地等待。同

一方向、多处室需使用车辆的，原则上拼车集中安排。

省内出差，用车处室原则上需要提前一天提出需求，由

办公室根据车辆使用情况及时安排。高铁沿线原则上

不予派车。省外出差，原则上不予派车。机关车辆维修

需要填写车辆维修申请单，由办公室分管人员审核后，

通过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的集中采购平台，送定点

单位定价，维修费用每季度结算。过路过桥费、保险等

均集中统一支付和办理。

（王卫平　张　力）

【安全保卫和消防工作】　抓好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期
间的安全保卫工作，２月份，召开委直属单位安全保卫
工作会议，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研究部署 ２０１６年工
作。每季度召开直属在宁单位安全保卫工作例会，及时

总结交流工作情况，对各阶段安全保卫工作进行研究部

署，指导委直属在宁单位安全保卫工作分组（分片区）

活动。７至８月份，组织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夏季消防安
全大检查。１０月份，迎接国家卫生计生委安全生产督
导组对江苏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先后检查了南京、

镇江、无锡和省中医院。对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安委会挂牌
督办的消防隐患单位无锡华清医院进行“回头看”。

（王卫平）

规 划 与 信 息

【规划与信息工作综述】

一、健全卫生计生规划体系

（一）编制修订全省“十三五”发展规划。起草《江

苏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规

划》，会同省发改委完成多轮相关部门的意见征集与汇

总修订，组织通过专家评审，已由省政府正式印发。该

规划提出２６项主要发展指标，重点推进１０项工作任
务、４８个重大项目和８大工程，已被列为省政府确定的
“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并且是需要开展年度督查的

５个重点规划之一。根据总体部署和要求，各地加快推
进市级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省市规划的衔接。协调相

关处室推进各专项规划的编制并陆续印发。

（二）编制“健康江苏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召开后，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和《“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根据省委、省政府领导

批示，扎实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牵头３０多个省级部门，
起草编制《“健康江苏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已由省委省政
府印发。

（三）编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完成《全省医

疗服务体系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编制工作，通过国家卫
生计生委专家组评审，上报省政府审批。加快推进市三

级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无锡、徐州、南通、常州、连云港、

淮安、盐城、镇江、宿迁９市医疗服务体系规划通过省专
家组评审。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形成县域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稿。

（四）加强项目的申报和组织实施工作。协助省发

改委完成中央投资项目第一批与第二批的申报工作，共

计４６个项目〔其中：县级医院（含中医院）建设项目１０
个、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２７个、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
建设项目２个、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项目１个、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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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医院建设项目１个、妇幼保健机构项目３个、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项目２个〕，总投资规模达到３３９亿元，争
取资金３２７亿元；完成全省“十三五”医疗卫生领域建
设项目储备库编报工作。认真落实中央投资项目实施，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报送中央和省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央投资项目共９３４个，规划建设
总投资２３９５６亿元，其中中央投资共２９３９亿元。截
至２０１６年底，竣工 ７９５个，在建 １１５个，完成投资
１９５７１亿元，其中中央投资２５９１亿元，项目建设和管
理水平名列全国各省前茅。经与省发改委、省财政厅会

商，成功将泰州市姜堰区健康服务业集聚区项目申报为

全国第一批“健康医疗旅游示范基地”。

（五）做好委直属单位基建项目管理与审批工作。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委直单位基本建设管理的通

知》，进一步加强委直属单位的基建项目审批管理，初

步实现在建项目的动态监管。２０１６年，完成省妇幼保
健院、省级机关医院、省肿瘤医院、苏大附属第一医院、

苏大附属儿童医院、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盐城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海滨疗养康复医院等委直属单位

基建项目的审批或报批及竣工决算的审批工作。

二、全面推进信息化整体建设

（一）制订“十三五”发展规划。拟订《“十三五”健

康信息化发展规划》，明确“十三五”信息化发展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与发展目标，提出健全人口健康信息化

标准规范体系、强化人口健康信息化安全防范能力、提

升人口健康信息化业务保障水平、拓宽人口健康信息化

惠民服务领域、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等５大主要任
务，全面推进智慧健康服务工程、“三个一”工程和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工程３大重点工程建设，强化保障措施
并对年度任务进行分解。

（二）加强和统筹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区

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功能规范和共享数据标准建设，印

发《基层医疗卫生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２０１６版）》，拟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指导意见》，促进基层和医院信息标准化、规范化。制

订《平台功能分级评价方案》，组织实施平台分级评价

工作，推进平台建设升级完善。以省平台和被测平台采

集数据为主要依据，注重简化评价程序，采用专家独立

打分，增强评价的公平性。连续组织２８场测试，４７家
单位参评，占应测评单位的６５％。其中：市级参评９个，
平均得分３９０分；县级参评３８个，平均得分３７６５分。
开展基于平台的医疗服务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在完

善医院信息采集基础上，对医院运行情况、服务情况实

行动态监测、监管，评估医改措施落实成效。

（三）强化信息化发展基础建设。加强各级卫生计

生业务系统建设，省新农合、公共卫生、卫生监督、计划

生育、采供血、卫生应急、药采等信息系统不断完善。进

一步规范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加强以电子病历为核

心的医院临床信息系统建设，９０％以上的二三级医院电
子病历得到了有效应用，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自评达到三

级以上的超过一半以上。有序推进五大基础数据库建

设。强化全员人口数据库建设，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

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基础数据质量的通知》，布置全省

数据质量校核，完成行政区划数据迁移与变更，每月反

馈全员人口数量及质量信息。加强出生人口数据监测，

建立生育登记服务信息系统，实现与国家互联互通。

（四）协同支持分级诊疗等业务信息化建设。组织

实施全省卫生计生人力资源、家庭医生服务资源系统建

设，强化资源统一管理。协调全省集约式预约诊疗服务

平台向基层机构和提供签约服务的家庭医生优先开放，

助力分级诊疗。组织建立统一支付平台、开发居民健康

卡云卡，支持“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
（五）继续推进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应用。省级

危重疾病远程应急诊疗救治信息系统建设（一期）年内

支持县医院增至２０多家；在市、县（市）级层面和医联
体内建立区域影像、心电、检验检查等诊断中心，总数逾

６０多个，面向基层提供集中读片、出具诊断报告、开展
业务交流与培训等。

（六）强化卫生计生网络和信息安全工作。印发

《江苏省卫生计生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指南》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健康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的通

知》，认真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部署开展

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对省级重要信息系统进行安全测

评。接受通过中办、国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重点

领域国产密码应用督查和国家卫计委网络与信息安全

工作督查。启动省级数字认证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完成

建设项目的申报和招标工作。

（七）积极申报信息化建设重大工程项目。积极申

报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暨产业园建设试点工程和

“江苏智慧健康服务工程”。通过组织专家调研、编制

申报建设方案，开展可行性研究论证，接受申报答辩，国

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及产业园试点示范项目正式挂

牌落户我省南京江北新区。“江苏智慧健康服务工程

（一期）”获省发改委正式批复并启动项目建设。

（八）参与承办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和无锡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协助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国家卫生

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在南京成功举办“２０１６中国卫生
信息技术交流大会暨软件产品与设备展览会”；协同无

锡市卫生计生委成功举办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医疗健

康物联网高峰论坛”和“医疗健康物联网体验馆”布展

工作。

三、强化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使用监管

（一）科学编制全省《“十三五”乙类大型医用设备

配置规划》。组织专家调研，开展“十三五”乙类大型医

用设备配置规划编制工作。修订完善乙类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程序，量化配置评审标准，使评审更加合理、公

平、公正。

（二）做好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组织评审工作。组织

三批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专家评审，共受理评审新增

设备２１２台、更新设备３２台，下达批复同意新增设备
１７４台、更新设备３１台。组织申报工信部、国家卫生计
生委２０１６年高端医疗设备应用示范项目，南京鼓楼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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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江苏海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联合申报医用直线加速

器项目获通过并已实施。

（三）接受国家审计署对江苏省大型医用设备配置

审批审计。积极配合国家审计署对江苏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审批工作审计并通过审计。配合

国家卫生计生委完成１０家县级公立综合医院设备配置
调查及大型医用设备收费标准调查；配合国家卫生计生

委完成国产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情况核查；配合省

财政厅对大型医用设备配置标准资产管理工作调研。

（四）做好大型设备管理相关配套工作。开发大型

医用设备配置管理软件（一期）；开展全省二手大型医用

设备校验核对工作；配合干部保健局完成部分医疗机构

高端医用设备配置工作。组织全省相关学科人员参加全

国２０１６年医用设备使用人员业务水平测试工作，全省参
考人员 ２６１８名，合格 １７１３名，通过率达 ６５４３％，
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四、规范统计工作归口管理

（一）加强卫生计生信息统计组织管理。印发《省

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卫生计生统计工作

的意见》，对新时期全省卫生计生统计工作从基层基础

建设、维护统计工作秩序、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

服务能力、规范统计数据发布、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

出了明确要求，推进全省卫生计生行业统计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科学化、信息化。

（二）完成各类统计工作任务。按照《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制度》、省统计局《江苏省部门综合

统计一套表制度》等统计制度要求，做好数据的采集、

上报和监测工作，及时、准确、真实地报送“两个率先”、

“八项工程”、民生幸福“六大体系”监测、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社会发展与

妇女儿童年报、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统计报表、江苏省

服务业统计报表等卫生计生相关数据和报表。配合省

统计局建立全省人口变动情况会商机制，开展出生人口

和生育登记数据监测，完成８个国家计划生育监测县个
案数据报送。

（三）加强统计数据质量核查。把统计工作质量管

理纳入对各市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范畴，初步建立统计

工作责任制和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和监督检查制度，每季

度印发统计工作情况通报，开展专项督导与调研，按政

府信息公开要求主动向社会公布卫生计生统计数据，接

受社会公众监督。

（四）提升统计决策服务水平。编发《２０１５年江苏
省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年江苏卫生计生
统计提要》《２０１５年江苏卫生计生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１５
年江苏中医卫生统计资料汇编》及《２０１６年江苏卫生计
生统计》（按季）等多期统计数据集与分析报告。举办

全省卫生计生统计人员培训班，在年报工作会议上邀请

江苏省统计局的专家现场授课，进一步增强统计人员的

信息服务水平。

（王爱年）

财 务 审 计

【财务审计工作综述】　一是全省各级政府卫生计生投
入稳步增长。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到２０１７年，全
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左右”的目标，全省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加大协调落实政府卫生计生投入的

力度，各设区市均出台本地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文

件，部分设区市明确提出阶段性政府卫生投入目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各级政府共安排卫生计生专项资金 ７１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５％，其中，省级预算安排卫生计
生专项资金１０３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５１％，在省级各
部门中增幅排名第一。

二是政府卫生计生投入结构有所优化。加大政府

卫生计生投入结构性调整力度，财政投入进一步向公共

卫生、基本医疗和基本医疗保障重点倾斜，并加大对公

立医院改革、卫生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计划生育利益

导向等方面投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财政保障水平，全

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达到５０元，比上年
增长１１％；省级共安排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
费５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１％；安排专项补助资金
８０００万元，扶持全省７４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础设施
建设和基本医疗设备配置项目。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财政补助水平，省级安排专项补助资金２５亿元，扶

持全省６７１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
医疗设备配置项目；省级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药

品零差率补助资金７８亿元；省级安排基层卫生人才强
基工程引导资金 １５９亿元，比上年翻一番。提高基本
医疗保障水平，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达到５４５元，比上年增长９％。加大公立医院投入，
在及时拨付中央安排的公立医院改革补助资金基础上，

省级安排并拨付公立医院改革补助资金共计４２亿元，
其中：省属医院１６亿元，市县２６亿元。各设区市均
按照要求落实公立医院改革补助资金，用于对实行药品

零差率销售后减少的药品收入的合理补偿。提高计划

生育服务财政保障水平，省级安排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补

助资金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３４％。
三是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出台《关于推进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的贯彻意见》，把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

态调整机制、改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改革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体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推进医

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加强医药价格监管作为未来几年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的重点，提出１９条具体工作任
务，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进度安排，为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进一步深化奠定基础。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０７·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服务价格调整。２０１６年８月，苏州市率先对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全面、有重点的调整，南京

市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全市２１７所一级公立医疗卫
生机构全面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四是完善部分价格管理政策。启动病房床位价格

管理办法修订工作，《江苏省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价

格管理办法》于２０１６年８月正式出台，病房床位价格项
目与国家新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进行衔接，修订了

项目名称、内涵、说明等内容；重新明确了省、市、县三级

管理权限；规范了病房床位价格调整申报流程等内容，

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起正式执行。起草《江苏省医疗机
构护理收费规范》，进一步规范护理收费行为。按照鼓

励创新和使用适宜技术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对各设区市

和各省属医院申报的１３０多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
论证评审，共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６０项、完善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１９项。

五是开展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监测评估和全国

医疗服务价格与成本监测。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

合改革全面实施后，研究建立全省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

合改革监测指标体系，组织各设区市、委直属各医院收

集、汇总并分析公立医院运行数据，重点加强对公立医

院收入结构、医药费用、医疗服务工作量和医疗行为等

变化情况的分析研判，一方面，为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

深化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争取政府投入提供决

策依据；另一方面，促进医疗机构及时发现运行中存在

的问题，调整发展战略，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发展

模式向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集约发展模式转变，努力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按照国家

卫生计生委统一部署，继续实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

测工作。在原有全省３４所监测网点医院基础上，又组
织各地选择成本核算基础较好、医院管理较为规范的

２８所医疗机构充实进入国家监测网络，并督促各监测
网点医院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数据上报任务。省卫生计

生委再次获得“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监测与研究

网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六是公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进一步加强。认真

贯彻落实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局《关

于加强公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推行公

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公立医院收支运

行、强化预算约束，切实发挥预算的计划、控制、协调、激

励功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做好部门预决算编制、财务年报编制和预决算信息公开

工作，省卫生计生委在“２０１６年全国卫生计生财务年报
会议”上作经验介绍，并获得“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卫生计生
系统财务年报工作评比”二等奖。推动三级公立医院

设置总会计师岗位，强化医院财务管理责任，规范医院

经济活动。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已有１４０所二、三级公
立医院设立总会计师。

七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成本核算工作。围绕逐步

实现公立医院全成本核算全面覆盖的目标，研究制定

《江苏省医院成本核算与管理规范》与国家卫生计生委

《县级公立医院成本核算操作办法》的衔接方案，加快

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成本核算全覆盖。进一步完善公立

医院成本核算的基础性工作，拟定江苏省公立医院成本

核算规则，推动全省医院成本核算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精细化，在医院管理中更好的发挥基础性和导向性作

用，并为政府部门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卫生投入等政策

提供决策依据。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已有２８９所二、三
级公立医院开展成本核算工作。

八是进一步扩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范围。在已对

省级医疗卫生计生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范围。按照《中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将中

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纳入２０１６年绩效目标编制
范围，按照重要性与相关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成

本效益原则，研究制定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项目的考核

评价标准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置涵盖专项资金产

出、效益、满意度等方面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结果对于

加强和改善专项资金使用和分配起到了积极作用。

九是财务监管不断加强。把加强审计监督、完善内

部控制作为财务监管工作的重点，加强对公共资金、国

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审计

监督，进一步发挥审计在医疗卫生机构加强经济管理、

落实医改政策和执行财经纪律中的作用。配合相关部

门做好财政存量资金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２０１６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卫生计生专项资金督导检查、２０１５
年度决算及２０１６年度预算公开情况核查。完成７家委
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的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离任审计

全覆盖。研究出台《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医疗卫生

计生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组织开展委直属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通过“以评

促建”方式，发现内部控制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推

动各单位建立更加有针对性的内控机制。

十是财务分析扎实有效。组织开展“十二五”时期

全省政府卫生投入情况分析，从投入来源、投入结构、补

助水平等方面全面总结“十二五”全省卫生投入所取得

的成绩，剖析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提

供有力的依据。组织开展全省公立医院运行情况分析，

对各级各类公立医院收支结构、医疗费用、运行效率等

方面变化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并与省外部分具有代表性

的医疗机构进行对比，寻找差距、发现问题和不足。

十一是资产管理和政府采购规范有序。贯彻落实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切实加强委直属单位国有资产配

置、使用、处置等事项的审核和监督管理，促进委直属单

位资产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组织

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开展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完成委直属

单位国有资产清查，摸清家底，为科学编制预算，推进资

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提供依据。组织实

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仪器设备招标采购，全面完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仪器设备公开
招标及协议供货工作。

·１７·工作进展



十二是扎实开展经济政策研究。组织开展２０１５年
度卫生计生财务研究课题评审工作，从４８个申报课题
中评选确定２０个课题分三个层次进行奖励。围绕投
入、价格、成本核算、预算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财务

重点难点工作，组织２０１６年度财务研究课题申报工作，
评审确定２０１６年省级卫生计生财务研究课题 ５４个。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部署，开展政府医改投入和卫

生总费用监测工作，试点开展卫生总费用功能法核算，

按筹资方案、服务功能、服务机构和受益人群对各类医

疗卫生计生机构开展分类核算。

十三是实施卫生计生经济管理领军人才选拔培养。

积极做好国家卫生计生经济管理领军人才、后备领军人

才和江苏省会计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工作。２０１６年，全
省卫生计生系统有６人入选国家第三批卫生计生行业
经济管理领军人才培养名单，５人入选国家首批卫生计
生行业经理管理后备领军人才培养名单，２人入选省第
二批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名单。

十四是加强卫生计生财务信息化建设。初步建成

全省卫生计生财务信息管理综合平台，２０１６年网络系
统开发测试基本完成，预计２０１７年正式投入使用，可以
实现按月采集全省各级各类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财务

数据和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运行监测指标数据，加强

成本、预算、价格、费用等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为卫

生计生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大数据支撑。

十五是积极开展健康扶贫工程。按照国家和省关

于扶贫开发的一系列要求，会同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省

人社厅、省民政厅等军地１５个部门联合下发《江苏省健
康扶贫工程实施意见》，贯彻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基本方略，重点从提高低收入人口医疗保障水平、

开展低收入人口签约服务和分类救治、提高经济薄弱地

区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经济薄弱地区公共卫生工作等方

面开展健康扶贫工作，努力解决低收入人口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问题。

（沈敏华　戴　德）

政 策 法 规

【政策法规工作综述】

一、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推进卫生计生法治建设

一是制定《江苏省卫生计生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

设具体工作方案》。对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步骤、

时序，分三个阶段明确需要达到的卫生计生法治建设目

标，提出７个方面６８项具体工作任务，保证卫生计生法
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是全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制定《江苏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法律顾问工作规定》，明确委法律顾

问工作原则和职责范围及其权利义务、法律顾问意见的

运用、法律顾问的聘任和解聘、对法律顾问的监督考核

以及经费保障等问题。首批确认 １１名委法律顾问，
４人来自国家和省政府法制机构，５人来自国家和省重
点高等院校，２人为著名执业律师，其中包含有１名长
期从事卫生法学研究的专家、１名长期从事医政教研的
教授以及１名擅长卫生计生领域案件的执业律师。与
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续签合同，续聘其２名执业律师
为委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来访咨询和服务；法律助理

１名，每周驻委２５工作日，协助处理委机关日常法律
事务。

三是推动卫生计生立法工作。按照十八届五中全

会关于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部署要求，在调研、方案论

证以及对政策实施可能引发的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和制

定应对原则的基础上，起草《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于１月报送省政府，提请
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配合省政府法

制办、省人大组织开展立法相关调研、论证、协调等活

动。２月２５日，省人民政府第８１次常务会讨论通过修

正案（草案）；３月３０日，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的决定》。指导有关地区正确理解和适用条

例，确保政策在全省依法有序平稳实施。经多方研究论

证，修正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医疗纠纷处理条例（草案）（送
审稿）》形成《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

（送审稿）》，于２０１６年７月报送省政府，１１月２日，省
人民政府第９５次常委会讨论通过该草案，１１月２８日
提交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审议。

邀请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全省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卫生计生地
方立法规划课题研究，探索构建第三方参与卫生计生法

治建设机制，为确定后五年卫生计生地方立法规划项目

提供支撑。委托专业部门开展《江苏省献血条例》后评

估和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制定项目论证，推进后续立

法进程。

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江

苏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落实领导集

体学法制度。科学谋划“七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

定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法制宣传第七个五年规划，突出重

点普法对象，强化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执法机构、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卫生类院校、卫生

计生社会组织履行法治宣传教育的属地管理与部门管

理责任。开展《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其他

卫生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点解读和法制宣传。

两度邀请省法制办对《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进行专门解读，举办全省卫生计生
法治暨行政许可实务培训班，提高全系统法治建设

能力。

五是强化规范性文件管理。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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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编制规范性文件年度计划，强化合法性审查

法律意见书的效用，建立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卷宗目

录，推动审查精细化、全称留痕化。２０１６年省卫生计生
委制定疫苗集中采购规范性文件１件，通过省政府法制
办备案审查。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评估，废止《单独两

孩政策执行中有关问题的解释》（苏人口计生规〔２０１４〕
１号）等１件规范性文件。

六是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全年办理行政复议申请

４起，分别要求复议南京市、镇江市、苏州市、常州市卫
生计生委具体行政行为，经审理，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１起，维持具体行政行为３起。省卫生计生委机关被国
家卫生计生委复议２起，复议决定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
为；被省政府复议２起，未审结。行政诉讼案新增７件，
涉及医疗纠纷、信息公开、职业病鉴定、履行法定职责

等，省卫生计生委委领导出庭应诉案２件，出庭３次，审
结案件中无一败诉。

二、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推进卫生计生简政放权职

能转变

一是稳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对应取消、承接国务

院取消下放５项事项，调整并经省政府确认卫生计生行
政审批事项３３项（含子项），省卫生计生委共有１２项行
政许可（包含许可子项计２８项）。在省卫生计生委门
户网站和省政务服务中心全面公布办理事项流程、实施

表，在办理时限“零超时”基础上，主动承诺审批时限原

则上不超过法定时限的５０％。省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
生窗口全年受理许可服务事项申请５３８３件，办结４９０５
件，在办４７８件。行政相对人对委许可服务工作总体满
意，没有投诉等不良反应。

二是推进权力清单标准化建设。以省政府公布的

各部门行政权力清单为基准，编制全省统一的包含省、

市、县三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卫生计生权力清单。梳理公

布３项中介服务清单，１２项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２４项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１９４项行政权力事项办事指南。

三是开展行政审批服务能力水平建设。开展“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政务服务网上办理。建设
集中网上申请、行政许可服务过程、审批结果反馈、信息

双公示、电子监督等功能于一体的网上申报及审批系

统，至年底，系统进入调试阶段。开展卫生计生行政许

可案卷评查，评选优秀案卷１０件。
（翁历文　卢　瑛）

【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施行】　２０１６
年３月３０日，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的决定》。此次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依法落实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修改的重点是依据新修订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细化落实与全面两孩政策直接相关

的生育及其配套政策，修改关键条款，确保全面两孩政

策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及时出台，尽快满足社会公众的

需求。修改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一是关于全面两孩政策的规定。根据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确定的生育政策以及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二是关于申请再生育情形的规定。本次修改关于

申请再生育子女的内容坚持遵循宽严适度、增进家庭福

祉的原则，兼顾再婚夫妻个人生育数与合计子女数，允

许再婚夫妻至少可以生育一个共同子女，充分体现对再

婚夫妻的关怀。同时，适度放宽了对病残儿家庭生育的

限制性规定。明确在“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

前提下，规定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三种情形，即

“一方婚前未生育，一方婚前已生育过一个子女，且双

方婚后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双方婚前合计生育两个及

以上子女，且没有共同生育子女的；已生育的两个子女

中，有经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病残儿，医学上认

为可以再生育的。”

三是关于再生育管理的规定。为便于再生育特殊

情形能及时在全省落实，修改“其他申请再生育一个孩

子的特殊情形，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并报省人民

政府批准”的规定为“其他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的特殊

情形，由省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并公布。”另外，取消对申请再生育者的年龄限

制，拓宽再生育申请的受理范围，由向女方户籍地申请

改为可以向一方户籍地提出申请，进一步体现便民利

民、依法高效的原则。

二、调整完善奖励保障等计划生育配套制度

一是关于延长婚假的规定。延长婚假由晚婚者享

有普惠至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规定“依法办理结

婚登记的夫妻，在享受国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

假十天。”

二是关于男方护理假的规定。为彰显生育关怀，保

障妇女儿童权益，增加男方护理假的时间，将原“对晚

育的，延长女方产假三十天，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的

规定修改为“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符合本条例规定生
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

长产假三十天，男方享受护理假十五天。”

三是关于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保障制度的规定。根

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关规定，从构建有利于计

划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目标出发，对政策调整前

的独生子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优惠政策。规

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生育一

个子女及符合其他有关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领取《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同时，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制度和特别扶助制度，规定持《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者，按照规定继续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

政策、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相关奖励扶助；独生子女发

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

三、配套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

根据生育政策的调整，为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方

式方法的改革，删除有关签订计划生育实施合同等规定。

同时，为保持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一致性，将 “育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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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依照本条例

规定不应当生育而妊娠且医学上允许终止妊娠的，应当

及时终止妊娠”规定修改为“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

育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

四、其他

将农村居民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按照现在统计

口径修改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对部分条款涉及的部

门名称和相关词语进行规范，作了统一修改。

（翁历文　卢　瑛）

【开展卫生计生行政许可案卷评查】　在各地开展卫生
计生行政许可案卷自查的基础上，９—１０月组织专家形
成评查组，对全省各地案卷进行评查。案卷评查以

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各地卫生计生行政机关
所有受理并已办结的许可案卷为抽选对象，采用现场随

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共抽取案卷１３０件，涉及１３个市２６
个县（市、区）的行政许可事项，其中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和执业登记、变更、校验案卷合计５５件，公共场所许可
案卷３９件，放射诊疗许可案卷１８件，涉水产品许可案
卷９件，母婴保健技术案卷 ２件，医师首次注册案卷

２件，消毒产品许可初审案卷１件，医疗广告审查案卷
１件，集中式供水案卷１件，再生育审批案卷１件，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案卷１件。评查组根据《全省卫生计生
行政许可案卷专家评查评分表》及相关法律法规逐卷

进行评查打分。评查结果显示：行政许可案卷内容格式

基本规范统一，大多数地区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

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案卷文书格

式符合规定，填写规范，笔录内容完整，文书、印章使用

正确，文书签发符合要求，信息公开公示及时；各地审批

流程进一步精简，各地区为解决审批环节多、时间长、随

意性大、公开透明度不够等问题，进行积极尝试，成效明

显，实际办理审批时限均低于法定期限；许可服务水平

得到提高，大多数地区卫生计生行政许可（服务）事项

进入政务服务中心，严格落实“一个窗口对外、一套资

料审查”原则，不断推进审批职能和事项集中落实到

位。同时通过评查发现，各地行政许可服务水平和意识

仍参差不齐，许可案卷制作管理尚未达标，审查审批程

序和文书还需进一步规范。此次行政许可案卷评查，评

选出优秀案卷１０份。
（卢　瑛　谷　诚）

体 制 改 革

【医改工作综述】

一、突出完善医改组织推进机制。一是强化医改组

织领导。省委书记李强、省长石泰峰对医改工作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副省长张雷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重点工作。二是强化医改工作责任。年初召开全

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推进会，研究部署年度医改工作任

务，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年度医改目标管理责任书。

制定并印发《全省深化医改综合试点２０１６年工作任务
及分工》，将年度医改任务分解落实到省各相关部门、

各地党委政府。所有设区市均召开医改工作部署推进

会，签订医改工作目标责任书。三是强化医改调研督

查。４月下旬，省医改办组织医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集
体调研指导镇江市医改工作，就完善镇江医改政策措施

进行会商。１０月下旬，深入苏州、徐州、南通３个设区
市及常熟、新沂、启东市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展情

况调研，指导各地加快医改工作进程。１１—１２月，省医
改办组织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和专家复核

评估，省政府开展国家综合医改试点省重点任务落实情

况专项督查考核。所有设区市全部开展医改工作督查。

各地定期按时报送医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省医改办每

月编发医改工作进展和医改信息采用情况通报，督促推

动各地医改工作落实。四是强化医改典型宣传。５月
中旬，新华社记者到镇江、启东和大丰专题调研综合医

改试点工作；８月上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等３０
余家中央媒体到南京、淮安和镇江集中调研采访，并在

南京举行江苏医改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医改领导

小组简报采用我省稿件３篇。２０１６年共编发《江苏医
改动态》４５期共计２６１篇。全省被各级各类媒体采用
的医改稿件２８９１篇；其中中央级媒体１０２篇、省级媒体
２６７篇、市级媒体２５２２篇。

二、突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一是分级诊疗由试点

逐步向全面推开转变。启动分级诊疗管理系统建设，制

定２２项分级诊疗监测指标。７月下旬，省政府在淮安
召开全省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

会，推广基层典型经验做法，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工作。

推出医疗专家号源投放新政。推动各地做好高血压、糖

尿病“两病”分级诊疗试点。所有设区市及 ８０％的县
（市、区）启动省定妇幼健康项目分级服务，近半数地区

对分级服务项目给予医保支付政策倾斜。二是医疗体

系构成形式逐步向医联体转变。加快推进城市区域性

医疗卫生保健集团和农村县乡村医疗服务体系一体化

建设，全省共建有医联体１８７个，其中妇幼健康服务联
合体２０个。三级综合医院对口支援１—３所县级人民
医院，所有基层机构均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三是医疗服务模式逐步向个性化签约方式转变。

统一全省乡村医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围绕重点

人群着力提升签约服务履约率、续约率和家庭医生定点

就诊率。

三、突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一是建立医药价格动

态调整机制。省级开展对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

效果评估，加强公立医院医药价格动态监测及数据分

析。与２０１５年同期相比，医疗收入上升、医疗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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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同比缩短０２８天），药品收
入下降 ５％，药占比下降到 ３７４６％，总诊疗人次下降
１％。研究制定《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
格调整指导意见》，建立医药价格动态调整和市县联动

机制。二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省和各地成立公

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并启动实质运作，１２个设区市、４５
个县（市、区）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部分公立医

院开展现代医院管理探索，形成多种管理方式。全省

１３０家二、三级公立医院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１４０家
二、三级公立医院实行总会计师制度，２８９家二、三级公
立医院实行成本核算控制。深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重点指导启东市创建国家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

范县（市）。三是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全面落实城市公

立医院药品零差率补助，中央财政对１１个试点城市（不
含镇江、宿迁）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２０００万元，对３２个
区每区给予补助１００万元；省级对１３个设区市分别给
予一次性补助１０００万元，落实２０１６年省属医院零差率
补助５０００万元。１０个设区市将公立医院债务纳入政府
化债平台，并确定２０１６年化债金额。四是建立加强医
疗费用控制措施。搭建统一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监测平

台，对２４个病种实施临床路径管理，３５０家医疗机构开
展临床路径管理。省明确１２个病种日间手术临床路
径，各地逐步拓宽日间手术服务范围，病种数累计达

４００多个。同时强化医院内部管理，门急诊人次平均医
药费用、出院患者平均医药费用年均增幅均不超过

５％。五是建立第三方满意度调查制度。委托第三方机
构在全省选择９５家县级和城市公立医院的１０７００名门
诊、出院患者以及医务人员，开展满意度调查，了解群众

对改革的获得感。结果显示，门诊患者、出院患者、医务

人员综合满意度分别达到９５１１％、９２９２％、９１１４％，
综合满意度比２０１５年提高１个百分点。

四、突出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一是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建设。推动基层机构设施设备提档升级，扶持

６６０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装备，建
成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５０个、省级示范村卫生室３００
个。以特色科室建设为切入点，２５５个乡镇卫生院、１６８
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特色科室建设。二是加

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建立基层卫生人才

“县管乡用”机制，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评审工作，健全基层卫生人才考评机制。组织开展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实施基层卫生人才

“百千万”提升计划。联合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出台《关于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工作的通

知》，年内遴选２０００名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三是
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补助人均超５０元，免费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城乡居民
提供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农村妇女宫
颈癌、乳腺癌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任务，全省住院分娩率稳定在 ９９％以上，孕产
妇、７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达到９５％以上。

五、突出提升全民医保体系运行质量。一是稳步提

高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完善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机制，全

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最低补助标准４２５元，人均筹
资水平达到５４５元以上。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
内住院报销比例较２０１５年有所提高，新农合政策范围
内住院报销比例稳定保持在７６％以上。二是稳步推进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进一步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

提高报销比例，向医疗救助对象等困难群体倾斜。全省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１１３％，大
病保险基金支出同比增加６％，受益人数同比增加５％。
各地合理设定大病保险起付线，适当扩大合规医疗费用

范围，基本实现以市为单位统一大病保险政策。三是稳

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进建立总额控制下

的按病种、按人头付费的复合式付费方式，９４％的统筹
地区（７９个）、８２％以上的统筹基金实施医疗费用总额
控制，７９％的统筹地区（６６个）开展按病种付费，实施按
单病种结算的病种数达３５７个。所有设区市、５０个县
级统筹地区实现与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联网。按照

“六个统一”要求，开展城乡医保制度整合工作。

六、突出人员编制薪酬制度改革。一是做好人事编

制试点工作。各地贯彻落实省实施意见，推进公立医院

人员编制备案管理。苏州和新沂、启东、建湖等１个设
区市、３个县（市）启动编制备案管理，全省其他地区有
２７家公立医院开展公立医院编制备案管理试点。二是
做好医务人员薪酬改革工作。组织对试点地区薪酬制

度改革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客观总结评估先行先试

地区工作成效。各先行先试地区探索建立适应医疗卫

生行业特点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三是做好高层次医

学人才工作。大力实施“科教强卫”工程、高层次卫生

人才“六个一”工程，初步遴选杰出医学人才１３名、杰
出医学人才培养对象８名，临床医学中心１０个、临床医
学中心建设单位８个。

七、做好医改其他重点工作。一是抓好药品集中采

购。完成两个批次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直

接挂网采购。通过分类采购、省市联动和招生产企业、

量价挂钩、招采合一、双信封制等措施，降低药品虚高价

格。二是抓好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组织实施省人口

健康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加快省市县健康信息平台升

级改造。实施“三个一工程”，全省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建档率达８０％，居民健康卡普及率进一步提高。大力
推进远程医疗服务，近２／３县（市、区）建立区域影像、
心电等５大中心。三是抓好社会办医工作。启动社会
办医省级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地区积极开展“互联网 ＋
医疗”、建立区域检查检验中心、开展定制医疗服务等

探索。全省５个市、县（市、区）和６所医院参加试点评
审。组织开展国家社会办医政策落实情况检查，对社会

办高端非基本医疗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赵淮跃　季　勇）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专题调研江苏省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　３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
率调研组，来江苏省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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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连珍看望调研组一行。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省及南京、镇江、盐城三市相关

情况汇报，并赴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地考察。韩启

德对江苏省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的探索

和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江苏启动深化医改

综合试点以来，以建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为主线，结合

实际，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取得一些成功经验，为全国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全国政协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将举行“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专题协商会。此次来江苏，调研组广泛

听取各方意见，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为推动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１７日下午召开的调
研座谈会上，副省长张雷代表省政府介绍江苏省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情况。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财政部

副部长余蔚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马晓伟等参加调研。

省政协副主席范燕青主持调研座谈会并陪同调研；省政

府副秘书长陈少军，省医改办主任、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王咏红参加座谈会；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等省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张寄宁　季　勇）

【全省医改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４月９日，省医改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总结全省综合医改试点一年来的工

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任务。时任省委书记罗志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长石泰峰主持会议。罗志军充分肯定综

合医改试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指出要按照中央医改

工作的新部署，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聚焦重点、主攻难

点，推动医改工作向纵深推进。要进一步把握医改方

向，确保改出活力、改出效益、改出获得感。要按照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坚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促

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制度创新、政策创

新，释放体制机制活力，把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着力优化资源配置和高效管理，提高政府投入的效率、

医疗资源使用的效率、医院运行的效率，努力提供优质、

高效、安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出台各项顶层设计、

医改政策，推出医改举措，要善于把握时机，掌握节奏，

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凝聚各方面共识，让医改红利更多

惠及人民群众。２０１６年作为医改工作落实年，要聚焦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高全民基本医保水平、建立

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基层机构运行新机制、医疗卫生信

息化建设等方面的重点问题，加强跟踪研究，分析症结

所在，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地区大胆探索，寻

求有效破解办法，集中力量予以突破。罗志军强调，医

改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政策性都很强，要增强改革执

行力，推动医改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医改领导小组

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总体谋划，着眼工作全局，研究制定

医改的总体思路、重大政策和重要举措，在全局问题、长

远问题、关键问题上定责定调。省医改办要切实发挥统

筹协调作用，对上要加强与中央部门的沟通对接，多争

取政策支持，对下要加强工作指导，提高工作效能，确保

综合医改整体推进。各有关部门要打破自家“一亩三

分地”的思维定式，注重沟通、加强衔接，形成既有分

工、又有合作的工作局面，合力推动江苏省综合医改试

点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石泰峰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推进医改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医改工作抓紧抓实抓

出更大成效。要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坚持医

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梳理排出改革难点，把问题分析

透，把思路理清楚，鼓励引导基层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努

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要进一步细化

充实改革方案，做好已有政策的完善和配套政策的跟

进，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确保综合医改试点取得

预期成效。

会上，省医改办主任、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省

编办主任俞军、发展改革委主任陈震宁、财政厅厅长刘

捍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谭颖、物价局局长张卫

东发言。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陈建刚，省政

府副秘书长陈少军，省医改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省医改

办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纪　平　汤　斌）

【全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推进会召开】　４月１３日，全
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推进会召开。会上传达省委书记

罗志军、省长石泰峰在４月９日省医改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总结２０１５年江苏省综合医
改试点工作，研究部署２０１６年深化医改工作任务。副
省长张雷作重要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少军主持会

议，省医改办主任、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通报全省

综合医改试点进展情况。

张雷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医改推向

深入。一是着力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推进管理体

制改革、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政府投入、药品采购供应改

革、医药价格改革、医疗机构和服务行为监管等方面，更

好地落实“八个同步”，配套协调推进改革，切实改善群

众的看病就医感受。二是进一步加强全民医保制度建

设，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守住基本保障和基金

安全两个“底线”，健全完善大病保障制度，筑牢医疗保

障网底。建立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按服务

单元付费等复合型付费方式。提高实施临床路径管理

病例数占出院病例总数的比重，同步扩大按病种付费的

病种数和住院患者按病种付费的覆盖面。着力抓好异

地就医联网平台建设。三是巩固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

深化基层综合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狠抓

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绩效管

理。四是转变基层机构服务模式，促进基层首诊；推进

医疗资源纵向整合，促进双向转诊；强化医保和价格等

政策引导，促进分级诊疗，引导建立合理就医流向，加快

构建分级诊疗制度。五是更大力度打造智慧健康，积极

推进“互联网＋健康”服务。张雷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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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在强化统筹协调中不断提升医改执行力，要层层落

实责任，强化部门协作，保障资金投入并营造良好环境。

王咏红总结２０１５年全省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成效，
并提出２０１６年综合医改试点工作要围绕“补短板、促联
动、建机制、提质量、严监管”，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补短板：补基层短板，进一步加强基层机构建设，

深化基层机构运行机制改革；补专科短板，加强产科、儿

科、康复、精神卫生专科和人才队伍建设。促联动：切实

加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和智慧健康建设，促进服务资源

上下联动、服务提供全程接续。建机制：重点深化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质量：

以重点人群个性化签约为突破口，全面推行城乡居民个

性化契约服务；全面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４０项措施，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严
监管：严格落实医药费用增长控制指标，严格执行“合

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建立以服务质量、

服务效率、服务数量和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

系，更好地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会上，张雷代表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２０１６年度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南京市

副市长胡万进、苏州市副市长盛蕾、南通市副市长朱晋、

淮安市副市长吉子俊、镇江市副市长孙晓南先后作了交

流发言。省医改办领导欧阳波、沈益锋、陈励阳、陈亦

江、李少冬、叶耀宇、孔祥平，各市、县（市、区）政府分管

医改工作的负责同志，各市医改办、编办、发展改革、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物价、食品药品监管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季　勇　汤　斌）

【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一、强化政府办医责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

公立医院“谁举办、谁负责”原则，明确和强化新形势下

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税费政策、事业发展、价格政策、医

疗政策、办医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办医投入责任和保障责

任。改革政府办医财政补助方式，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

理，实行财政补助与医院绩效考核结果挂钩。组建公立

医院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履行办医职责。截至年底，１２
个设区市、４５个县（市、区）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
由相关部门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利益相关方参加，统

筹研究决定同级公立医院的设置规模、发展规划、章程

批准、重大项目实施、财政投入、运行监管、绩效考核等

重大问题，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政府办医责任的落实。

二、强化医改目标引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按照

“保基本、建机制、强基层”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社

区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和人员队伍建设。强化公立医院

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８９％的市、县制定出
台区域卫生计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定期向社会

公示规划执行情况。完善公立医院布局，市辖区原则上

不举办公立医院（县改区的除外），由设区市在整合现

有资源的基础上，统筹举办公立医院。从严控制公立医

院规模，为社会办医留有余地，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三、强化纵向资源整合，力促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着力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以城市公立医院

为龙头，与市属薄弱医院、县（市）医院、部分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纵向整合、上下联动、分片包干，组建紧密型或

松散型医联体（医疗保健集团）。选择部分地区推行县

乡村医疗服务一体化改革，鼓励支持民办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参与医联体（医疗保健集团）建设。全省成立医联

体（医疗保健集团）１８７个，有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合理配置，使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高效、优质

医疗服务。为解决医联体（医疗保健集团）内人员流动

问题，按照“标准核定、备案管理、岗位设置、分类聘用”

原则，积极探索人员编制或备案核定的人员控制数额统

筹使用、人员统一招聘，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

机制和专业人员在基层定期服务、双向流动机制。

四、强化医院经济社会效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要求，落实

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和自主经营管理权，全省１３０家
公立医院探索建立以理事会等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的法

人治理结构。加快管办关系、机构编制、干部人事、考核

分配和财政保障等领域改革，下放管理权限，赋予公立

医院更多自主权。细化公立医院内部岗位管理、财务管

理、绩效管理等自我管理举措，在江苏盛泽医院、靖江市

人民医院、盐城市妇幼保健院等探索组建以理事会为决

策层的治理模式，少数试点单位建立董事会、管委会等

不同的决策治理模式，激发公立医院运行活力。健全绩

效评价和外部监管机制，南通等地建立年度工作报告、

决策失误追究、经济责任审计、重要信息公开等运行制

度，形成内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张寄宁　孙嘉尉）

卫 生 应 急

【卫生应急工作综述】

一、突发事件处置和重大活动保障工作。全省共科

学有效处置１２９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４５５３次，检测标本２５万份，派出专家３３２０人次，处
置疑似病例５１２４人；开展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事件
３９４余起，出动救护车１８４５辆次，救治伤员近４８００人

次，参与救治医护人员８４５４人。一是盐城龙卷风冰雹
特大灾害卫生救援工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按照

降低死亡率、降低伤残率的目标，加大组织领导力度，科

学做好伤员转运，迅速调集专家队伍，全力实施伤员抢

救，快速启动灾后防疫，强化各项保障措施，强化宣传与

总结评估，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二是人感染 Ｈ７Ｎ９

·７７·工作进展



禽流感、寨卡等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工作。召开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联防联控工作座谈会，组织防控工作督
查，发布工作通报，下发加强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
防控文件，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发布公众健康提示，对人

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治疗及处置工作进行指导。
密切关注国内外寨卡病毒病疫情动态，开展风险评估，

加强与出入境、外事、商务、公安、旅游等部门协作沟通，

及时组织专家解读寨卡病毒病防控知识，加强健康教育

与培训，做好检测技术及试剂储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督导检查。指导徐州市做好寨卡疑似病例的排除

工作。指导盐城市做好入境船舶“海洋之龙”船员出血

性大肠杆菌Ｏ１５７感染疫情处置。处置苏州市吴中区、
盱眙县两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聚集性事件。指

导连云港市处置灌南县高级中学肺结核疫情。协调省

疾控中心、淮安市疾控中心协助观察北京市裂谷热患者

的接触者（淮安人）。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要求，选

派３名公共卫生专家赴圭亚那协助开展寨卡病毒病防
控工作。三是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作。做好

“４２”沪宁高速常州段多车连环相撞特大交通事故、
“５１５”沈海高速东台段交通事故等医疗救治工作。做
好“４２２”泰州靖江化学品储存罐起火爆炸事故等卫生
应急处置工作。四是重大活动等医疗卫生综合保障工

作。完成２０１６中国（昆山）进出口产品交易会、高考、
２０１６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世界智能制造大
会、国家公祭日等重大活动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任务，全

省共完成２１７９项各类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设立现场医疗点２１２９个，出动救护车３２７７辆次，检测
标本样品４７４０份，发放宣传资料１８９万份。

二、做好国家两个委托项目。做好国家卫生计生委

委托的“省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风险评估与预警平台研

究项目”和“突发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网络服务模式

项目”，成立领导小组和项目组，制定方案，多次召开会

商会及基层调研，确定试点市。印发《关于实施传染病

监测预警项目的通知》，组织开展 “传染病监测预警项

目”现场调研，多次召开项目推进会，将国家项目与江

苏现有项目及卫生应急信息化进行融合，省疾控中心及

４个试点市均按照序时进度开展相关工作。推进“突发
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网络服务模式”项目，对全省突

发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急资源展开全面调查，对南京化

学工园区和泰兴市进行突发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急服

务网络模式试点，组织培训、开展项目指导，并进行督

查，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完成。形成《江苏省急性职业中毒事
件卫生应急处理演练评价标准》《全省突发中毒事件现

场危重患者转运流程》等３３项成果，受到国家卫生计生
委好评。

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一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组建工作。成立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建设项目领导小

组，负责队伍组建和运行管理；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队伍的遴选、组建、培训及运行管理具体工作。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由江苏省人民医院、省疾控中心、南京

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四家共同组建，由江

苏省人民医院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建设项目的牵

头实施单位。完成《江苏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项

目建设实施方案》并由国家专家组论证通过。积极争

取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经费，落实中央财政３４０万元专
项建设运行经费。二是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基地建设管

理工作。进一步完善省级基地布局，分别依托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徐州市儿童医院建成省级综合性、儿科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省级建成八大类１７个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１３个市分别建成三大类（综合、中毒、传染病）
５６个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市核辐射污染定点去污洗消
医院市食品饮用水放射性污染监测实验室，１００个县
（市、区）分别建成两大类（综合、传染病）１３１个紧急医
学救援基地。南京、徐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市，参照省

里模式，结合自身优势，分别完善门类，新增儿童、烧伤、

心理应急、中医等市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全省“统一

指挥、反应迅速、运行高效、技术先进、保障有力”的紧

急医学救援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根据切实加强全省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日常管理规范性文件，制定基地专业

建设标准和考核标准，全面加强全省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内涵建设，规范基地日常管理。三是构建水、陆、空立体

的紧急医学救援网络。将空中紧急医学救援列入“十

三五”的重要工作之一，多次召开调研论证会，调研学

习其他省空中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与多家航空公司协商

合作框架协议，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突发事件

航空救援应急演练。筹备在省内建立水、陆、空紧急医

学救援联盟，牵头签署合作机制并开展立体化的紧急医

学救援演练。四是卫生应急学术与科研工作。召开省

卫生应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新增儿科应急

学组，多次举办儿科应急、院前救援、应急中毒等学术活

动。依托徐州医科大学成立省卫生应急研究所，提升卫

生应急科研能力。对依托徐州医科大学定向培养全省

“１２０”院前急救系统急救医师项目进行调研论证。完
成卫生应急专题宣传片制作，开展卫生应急十周年征文

活动。建立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卫生院“科技服务

站”，举行授牌仪式并为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化学中毒应

急救治的专题培训。

四、卫生应急培训演练工作。加强核和辐射、传染

病、中医３支国家队伍的运行管理，及时对国家核和辐
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和传染病防控队进行调整，组织

队伍集训，并多次赴外地进行应急拉练。制定全省卫生

应急培训及演练计划，举办全省卫生应急理论与实践培

训班，对省市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卫生应急分管领

导、应急办主任等３００余人进行培训。组织开展全省
１２０联网运行培训班、全省突发事件应急心理干预培训
研讨班。在徐州举行苏皖鲁豫卫生应急合作协议签字

仪式暨苏鲁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联合演练，提升

共同应对跨省区域突发公共事件、联合开展卫生应急工

作的联动能力。举行全省卫生应急院前急救技能竞赛，

提升院前急救队伍的整体协同能力，１３个市２５支代表
队近２００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组织参加第二届亚太卫
生应急国际大会、中国国际第１４届现代救援医学论坛

·８７·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等。全省共开展培训１９１０次，培训１３７１万人次；开展
应急演练６１２次，参与２５６万人次。

五、卫生应急信息化建设工作。一是省级“一个中

心两个分中心”的构架继续完善。完善国家与省、市卫

生应急指挥中心和视频交互平台互联互通；省卫生应急

指挥决策中心继续完善，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中心大楼建成使用，省急救医疗指挥中心进行提档改造

和系统升级，并完成与１３个市、５４个县级１２０联网运
行。市、县级指挥决策系统实现互联互通，１３个市、６０
个县（市、区）建成卫生应急指挥决策系统，实现省市县

卫生应急指挥决策系统互联互通。基本完成省突发公

共事件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开发工作。二是１２３２０卫生
热线建设运行工作。充分发挥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平台等
优势，开展突发事件防控、自救互救等卫生应急主题活

动宣传，在节假日、突发事件期间开展卫生热线舆情监

测。江苏省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管理水平继续领跑全国，在
制度建设、规范服务、拓展职能、特色服务等多方面获得

国家肯定。联合南京市 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举办 ２０１６年
“１２３２０主题宣传日”大型义诊活动，重新调整省１２３２０
管理中心领导班子及职能分工，明确南京１２３２０职责任
务。三是卫生应急网络宣传工作。创建“江苏卫生应

急———救在身边”微信公众号，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

公众传递卫生应急资讯、分享卫生应急动态、普及自救

互救知识、强化卫生应急服务，通过形式多样的卫生应

急宣传方式，提升卫生应急公众服务的社会形象。

六、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印发《全民自救

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实施意见》，率先在全国启动实施全

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结合卫生应急进社区、进企

业、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六进”活动，加强

群众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培训，建设群众自救互救体验

设施，推进在公共场所设置自救互救设备，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自救互救项目，促进自救互救素养核心信息研究

与开发，开展自救互救素养宣传教育，广泛普及卫生应

急知识和技能。

七、卫生应急规范化建设工作。省暨扬州市联合召

开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推进会，强化机

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的培训与评估，进一步指导公立医

院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对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卫生应急工

作规范进行解读培训，督促全省疾控机构、医疗机构、

１２０等贯彻落实国家规范并达到相关要求。全省９０个
疾控中心、３７３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成立应急办公室。
全面开展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化建设，继续完善卫生应急

工作规范化建设配套文件的制定，修订《省级卫生应急

规范县建设评估考核手册》，印发评估细则，调整评估

流程，编写桌面推演案例库，开展工作动员，组织学习培

训，进行前期调研。南京市六合区等１６个县（市、区）通
过现场考核评估和命名前公示，成为新一批省卫生应急

工作规范县（市、区），张家港市、苏州工业园区、灌南县

等通过规范县（市、区）复核评估，全省累计６７个县（市、
区）命名为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示范）县（市、区）。

（顾帮朝　陈　英）

【２０１６年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析】　２０１６年，全省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累计报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１２９起，报告病例４０９８人，死亡１人，所有事件
级别均为一般。按事件性质分为：突发传染病事件１２０
起（其中甲类传染病６起，乙类传染病４起，丙类传染病
４４起，其他类传染病６６起），报告病例３５５０人，死亡１
人；突发中毒事件９起，中毒５４８人，无死亡（均为食物
中毒）。在报告的１２９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生在
学校的事件共１０８起（水痘６３起，流行性感冒２０起，手
足口病１３起，其他感染性腹泻７起，风疹、流行性腮腺
炎、肺结核、副流感、急性胃肠炎各１起）。
２０１６年全省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有：一是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总起数和发病／中毒人数均较２０１５年增加
明显，其中水痘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达到１０３％；二
是事件类别仍以突发急性传染病事件和食物中毒事件

为主；三是８３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学校，主
要疫情是水痘和流行性感冒，分析原因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全省 １～６岁儿童水痘疫苗年自发接种率 ２０％ ～
３０％左右，未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导致疫情暴发。

（顾帮朝　陈　英）

【盐城龙卷风冰雹特大灾害卫生救援工作】　盐城市阜
宁、射阳两县发生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害后，习近平

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抢救

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做好遇难人员善

后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江苏省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紧急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救灾工作。在国家卫生计

生委指导下，江苏省、市、县卫生计生部门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响应，按照降低死亡率、降低伤残率的目标，全力以

赴救治伤员，出动救护车４１１辆次，共有３５家各级医疗
机构、１２０００多名卫生技术人员参与救治工作，各级专
家组对在院患者开展驻点治疗、巡诊会诊、手术治疗、康

复指导、心理疏导等多种治疗，会诊危重患者４６１人次，
巡诊患者２３７９人次，会诊各类手术１３８台次，康复指导
７０７人次，心理疏导患者１１２５人次。８４５名收治入院的
伤员都得到成功救治，灾害后灾区未发生大的传染病疫

情，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国家卫生计生委和省委、

省政府领导，以及专家组专家对江苏医疗救治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

一是加大组织领导力度。省卫生计生委领导及相

关处室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成立总指挥部和

现场指挥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统一指挥协调现场医

疗卫生救援工作。二是科学做好伤员转运。集中调度

救护车辆，进行伤员转运。从盐城市、响水县、滨海县等

地调集７０余辆１２０救护车，转运伤员快速分流到盐城
市、阜宁、射阳、响水、滨海等共３５家收治医院。三是迅
速调集专家队伍。现场指挥组根据伤员分布及伤情分

类，第一时间分别从省市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派出胸外、

脑外、普外、骨科、急诊、ＩＣＵ等专家到各救治医院现场
开展救治指导工作，后续增派康复、重症和心理干预等

专家。国家卫生计生委从北京、上海派出６名国家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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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专家参与医疗救治现场指导。国家及省市各类专家

近６０人在盐城巡诊、救治和指导。四是全力实施伤员
抢救。对收治伤员，各救治医院成立抢救小组，对危重

患者按照“一对一”的原则，组成抢救治疗小组，全力抢

救。有２７８０余名医护人员直接在救治第一现场，累计
投入医疗卫生人员２５万余人次。及时跟进康复治疗，
１１０多人次参与康复救治以及相应的准备。及早开展
心理疏导，５６０多人次的心理干预与安抚医护人员参与
灾后心理疏导。五是快速启动灾后防疫。成立省、市、

县灾后卫生防病工作组，制定灾后卫生防病工作方案，

调集我省的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携带理化检测

车、消杀车、发电车等赶赴现场，迅速开展灾后防病健康

教育、传染病应急监测和饮用水卫生检测、消杀灭等工

作，并调集８７５箱消杀药品等应急物资。省市县共有
３００多名防疫人员参与现场防疫、健康教育、水质监测
和食品安全、传染病风险评估，累计出动卫生防疫人员

１５３５人次、消杀面积１２２１万平方米、累计消耗消杀药
品１０７９９公斤、检测生活饮用水样２２４份。在灾区设
置医疗防疫点３０个，累计现场接诊１７０７人次。同时，
省卫生计生委及时发布灾后个人卫生防病核心信息１２
条、灾区食品卫生核心信息。六是强化各项保障措施。

从盐城市一院和市城南医院等６所三级医院抽调１６名
临床专家、２０名护理骨干赴阜宁、射阳开展救治工作。
搜集药品器械设备等需求信息，做好救治物资调拨准

备。启动血液应急保障预案，盐城市各采血点采集市民

无偿献血１０６万多毫升；省血液中心作出采供血布置，
苏州、无锡、南通等血液中心血液储备充分，根据用血需

求做好调剂。七是强化宣传与总结评估。利用电视、广

播、健康报、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以及“健康江苏”、

“卫生应急—救在身边”等微信公众号大力宣传卫生计

生系统所做的工作，正面引导舆论。９月中旬向省应急
办报送“６２３”盐城龙卷风冰雹特大自然灾害抢险救灾
相关总结的文字、图片等资料。１０月中旬，组织盐城市
卫生计生委及相关专家对事件处置工作进行总体评估，

总结经验与教训。

（顾帮朝　陈　英）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１６年，全省
共报告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８３例，死亡２６人。其
中１月５例、２月６例、３月４例、４月６例、５月２例、
６月１例、１０月１例、１１月４例、１２月５４例。病例分布
在苏州３４例、无锡１６例、常州１３例、南通８例、南京、
淮安、泰州各 ３例、盐城 ２例、镇江 １例。监测表明
Ｈ７Ｎ９疫情仍呈散发态势，未发现 Ｈ７Ｎ９病毒发生致病
性、传播力的改变，报告病例的人群特征和感染模式未

发生明显变化。

针对各地疫情，全省卫生计生部门在突出重点地区

重点环节防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常态化管理，重点采

取六项措施加强防控：一是强化源头治理，关闭活禽市

场。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多次召开联防联控成员单位会

议，研究疫情态势，明确各自职责，积极协调农业、工商、

食药监等部门主动作为，超前部署，做好 Ｈ７Ｎ９流感的
源头治理、综合监测、疫情评估和科学防控。有病例发

生或外环境有阳性检出地区采取关停活禽交易市场措

施。二是落实监测与风险评估。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病

例、流感样病例和住院肺炎病例的监测，强化禽类外环

境病原学监测，增加环境标本采集量，及时开展检测和

报告。三是及时处置疫情。各有关地区对确诊病例的

居住场所进行消毒，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管理密切

接触者，落实医学观察措施，全力开展患者的救治工作，

派出医疗专家巡回指导，减少死亡。四是加强业务培

训。对病例的发现、报告、规范处置、监测等工作进行再

动员部署。五是开展卫生宣教。通过委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发布防控动态及Ｈ７Ｎ９等流感防范健康提示，普及
健康知识，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

式，提高自我防病意识。六是组织督导检查。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 Ｈ７Ｎ９疫情防控工作，并联合省农委、省
工商、省食药监局、省疾控中心等部门，派出督查组进行

联合督导。

（顾帮朝　邱晓辉）

【苏皖鲁豫建立卫生应急合作机制】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
日，苏皖鲁豫卫生应急合作协议签字仪在徐州市举行，

标志着苏皖鲁豫卫生应急机制正式建立。为共同应对

跨省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密切配合、加强联动，联合开展

卫生应急工作，共同推进苏皖鲁豫四省卫生应急区域合

作，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的指导下，坚持信息互通、

协调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协作原则，以积极开展

各项合作，建立突发事件长期、稳定、高效的卫生应急协

作机制，不断提升相邻区域间各类突发事件的卫生应急

能力为目标，经过四省协商，建立苏皖鲁豫卫生应急合

作机制。根据协议，若发生重大或跨区域突发事件，根

据协作省的请求或在国家卫计委应急办的统一指挥下，

启动区域卫生应急联动机制。按照属地为主的原则，由

事件发生地为主成立现场联合指挥部，或经几方共同商

定确定联合指挥机构，统筹协调应急力量和应急资源开

展处置工作。各协作省发挥各方优势，在信息沟通与交

流、突发事件协同处置、应急演练联合开展、应急资源共

享等方面进行合作，共同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联动能

力。根据苏皖鲁豫卫生应急合作协议，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
日，苏鲁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首度联合演练在徐

州举行。

（顾帮朝　邱晓辉）

【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实施进展】　一是率先在
全国启动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制定全民

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总体要求及工

作原则，明确开展群众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培训、建设

群众自救互救体验设施、在公共场所设置自救互救设

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自救互救项目、促进自救互救素

养核心信息研究与开发、开展自救互救素养宣传教育等

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０８·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二是开展群众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培训。结合卫

生应急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

“六进”活动，加强群众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培训，特别

是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培训。全省各地按照要求

推进实施“六进”活动，普及性培训约１０５万人次，其中
进社区２３万人次、进企业１０万人次、进机关５万人次、
进学校３３万人次、进农村２５万人次、进家庭９万人次。
培训师资１６万人；培训医疗卫生机构人员１２６万人
次，医务人员培训覆盖率达３７％。

三是建设群众自救互救体验设施。各地采取分级

建设、属地管理，部门共建，多形式推进建设群众自救互

救体验设施。江苏省首个卫生应急自救互救体验馆

（镇江市急救科技体验馆），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已免费接
待体验１００多场１万多人次，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起
到示范作用。依托南京市急救中心建设的卫生应急体

验馆也免费向社会开放；同时，在江苏省血液中心“血

液的奥秘”科普教育基地基础上，增设卫生应急及急救

元素，让更多人参与自救互救体验。全省各地结合当地

实际陆续推进建设群众自救互救体验设施与场所，已建

成各类体验场所（设施）１１个，在建１７个，累计免费接
待体验近４万人次。

四是在公共场所设置自救互救设备。采取多种形

式推进在公共场所设置自救互救设备和急救药品。合

理配置和推广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ＡＥＤ机），同时，加
强培训让社会大众会用、敢用。在省市政务服务中心投

放３０台 ＡＥＤ设备，引导、引领全省的自救互救素养提
升工程。全省各地结合各种赛事、体育公园（场馆）等

建设，推进在公共场所设置自救互救设备，计划投放

ＡＥＤ机２２０台，已配置７５台，培训设置场所使用人员
１８００人。

五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自救互救项目。动员各种

社会力量参与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广泛招

募志愿者，建立志愿者卫生应急救援队伍，试点建设社

区卫生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站（服务中心）、服务基地，

并积极推广相关经验。江苏省人民医院成立江苏仁医

急救志愿服务队，在省内首家引进志愿者服务管理软件

系统并优化，与南大、南医大等多家高校及乐活公益、爱

之源等组织合作建立志愿者实践基地，为项目的提升奠

定专业基础。全省各地推进各类志愿者卫生应急救援

队建设，已建立卫生应急救援相关类型的志愿者服务队

６３８支２万多人。
六是促进自救互救素养核心信息研究与开发。促

进自救互救素养培育的教材、方法、评价等相关领域的科

学研究，开发适应不同层次人员需要和不同岗位工作要

求的核心信息和科普宣教培训教材，加强新技术推广应

用。依托徐州医科大学设立的急救与救援医学系，开设

急救医学本科、硕士学历教育；合作建设卫生应急研究

所。在江苏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灾难医学》和

《灾难护理学》课程，形成具有专门院系、专业师资、专有

教材的急救普及性教学体系。建有经过美国心脏学会认

证的培训机构６家，在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明基医院、苏州九龙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镇

江市急救中心等创建“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面向全社

会开设ＢＬＳ（基础生命支持）和ＨＳ等课程。
七是开展自救互救素养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

及载体，宣传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的目的、

意义和相关举措，宣传政府部门、社会和个人承担的自

救互救责任，普及自救互救援理念、知识和技能。１２３２０
卫生热线建立自救互救咨询信息库，传播知识和技能。

利用防灾减灾、世界急救日、“白金十分钟”等宣传日，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推广普及急救知识和

急救技能。以突发事件为契机开展应急宣传（“６２３”
盐城龙卷风冰雹特大自然灾害），主动引导新闻媒体和

网络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的同时，广泛普及和传播灾害

知识和基本的应对技能，树立公众的安全意识，提升公

众的应急准备意识。举行卫生应急演练、服务社会等活

动时，邀请媒体参加，宣传教育社会大众自救互救知识

与技能，提高自救互救素养；倡导社会大众开展自救互

救承担现场抢救生命的社会责任，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

卫生应急各个环节。全省累计开展自救互救素养宣传

教育活动１７６０多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５５万份。创新
宣传手段，江苏省人民医院两专家自导自演《白金十分

钟》“广场舞版”急救法、自创 ＭＶ科普急救知识《海姆
立克的拥抱》，为急救知识传播开辟新渠道。创建“江

苏卫生应急———救在身边”微信公众号，普及自救互救

知识、强化卫生应急服务，提升卫生应急公众服务的社

会形象。

（顾帮朝　邱晓辉）
【２０１６年江苏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强化健康便民服务】　对
省１２３２０管理中心的组织架构及职能分工进行调整，明
确工作职责、管理制度、值班制度和服务规范。以“强

化１２３２０健康便民服务”作为工作重点，借助卫生信息
化优势，打造１２３２０健康服务综合平台，全面推进１２３２０
卫生服务与“互联网 ＋”的融合。借助卫生信息化优
势，进一步打造新型服务平台，运用微博、微信、手机

ＡＰＰ等新媒体手段，为百姓提供更方便快捷、智能化、人
性化的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争创培训基地，进一步提高

队伍综合素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更多市民亲自

参与体验 １２３２０各项功能，做到 １２３２０与百姓“零距
离”。全省人工服务电话量达到１５００３１９万件次，继续
领跑全国。全省１０个市开通官方微博、８个市开通短
信服务、６个市开通独立的１２３２０网站，９个市开通官方
微信，全省１３个市均已开通专家在线、心理援助和预约
挂号服务。承办全国１２３２０管理中心戒烟干预培训会。
南京市“１２３２０＋公众健康服务平台”论文获得２０１６年
中国卫生信息大会论文一等奖。南京１２３２０培训基地
成为第三个全国培训基地。南京１２３２０获南京市卫计
系统“２０１６年先进基层团组织”，并荣获“南京最具影响
力政务微信”“南京经典政务微信传播范例奖”。南通

１２３２０在全国１２３２０管理中心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估中
获得上半年全国第五名、下半年全国第一名的佳绩。

（顾帮朝　王　韦）

·１８·工作进展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综述】

一、重大传染病防治。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组织

开展查灭螺、查治病、监测预警、晚血患者救治等工作，

全年完成查螺面积 ８４９亿平方米，解剖钉螺 ６５２万
只，药物灭螺面积１２６亿平方米，血清学查病３９６万
人次，粪检查病８７万人，晚血患者救助治疗７６４人次。
落实汛期防急感措施，精心组织秋季查螺，继续保持无

本地急性感染病例，新增南京市浦口区、江宁区、镇江市

润州区、丹徒区４个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标准，有１６个县（市、区）通过消除血吸虫病评估。在
艾滋病防治方面，不断健全艾滋病防治服务体系，各地

逐步将抗病毒治疗工作平稳移交给定点医院，增设戒毒

药物维持治疗点，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积极扶

持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继续加强艾滋病综合防治

示范区建设，有效落实宣传教育、综合干预等措施。全

年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达到１０９６万人次，占常住
人口比例达１３７％；新报告发现感染者和患者４０３６例，
比上年增加６０％，增长幅度继续回落；新增抗病毒治
疗３８９６例，比上年增加４３６％。感染者和患者的随访
管理率达到９６７％。南京市开展高校大学生防艾宣传
教育、苏州市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干预工作模式成为

国家艾滋病防治示范区的创新模式。在结核病防治方

面，启动开展结核病分级诊疗和综合防治服务模式工

作，全面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结核病防治项目，落实

结核病患者全程管理，实现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筛查全覆

盖，省卫生计生委会同省教育厅出台学校结核病疫情处

置规范。在疟疾防治方面，认真落实消除疟疾“１－３－
７”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疫情管理和疫点调查处置，开
展疟疾诊治专家指导组培训，提高调查诊断和重症救治

能力。全年开展发热患者血检２７７万人次，报告境外
输入性疟疾病例３０８例，未发生死亡病例，全省已连续
５年未发现本地感染的疟疾病例。积极组织消除疟疾
考核评估，以县（市、区）为单位达到国家消除疟疾标

准，新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等４个市通过消除疟疾
达标考核。

二、重点传染病防控。２０１６年，全省甲、乙类法定
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１４６／１０万，比上年下降９２％。
传染病防控态势总体平稳。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及时

开展动态分析，定期发布疫情信息。继续推动医疗机构

实现基于 ＨＩＳ系统的传染病监测报告，全省有超过
６０％的医疗机构实现 ＨＩＳ系统传染病自动拦截和生成
报告卡。各地认真组织实施重点传染病防控方案，流

感、手足口病、住院肺炎病例等监测网络有效运行，其中

流感监测质量、流感实验室评估连续两年名列全国第

一。及时处置伤寒、风疹、腮腺炎、水痘、诺如病毒感染

等疫情。针对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

毒病等新发传染病，制定完善疫情防控等工作方案，认

真做好防控人员、技术、物资储备。推进麻风病防治

“医防合作”，强化麻风病监测，落实疑似病例报告、诊

治和密切接触者筛查等措施，２０１６年新发登记麻风病
患者１３例，２级畸残者为２例，占比１５３８％。

三、预防接种工作。做好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

列案件相关工作，全面开展预防接种工作的督导和检

查。全省已建立规范化接种门诊１７５３个、接种点 １２３
个、新生儿接种单位１２５６个，其中数字化接种门诊
１３０６个（占７４５％）。全年为适龄儿童提供免费预防
接种服务超过２２６２万针次，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率
保持在９５％以上。全省共监测报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１０５６例（报告发生率为４６７／１０万剂次），其中属于严
重异常反应３１例，偶合症４６例，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及
时、规范的处置。组织实施修订后的《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条例》，制定印发《江苏省疫苗集中采购实施

方案》，建立疫苗采购评审专家库，成立评审委员会和

评审监督委员会，完善疫苗集中采购平台，顺利完成省

级集中采购，共采购第一类疫苗１０种１５５０万剂，价值
１６亿元；各县级疾控机构已完成第二类疫苗采购１３０
多万剂，价值１２亿元。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的通知》，

在全国率先实施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由“财

政补偿”转变为“保险补偿”，推动建立基础保险与补充

保险相结合的补偿体系，全年通过基础保险完成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补偿４７例。国家卫生计生委在江苏召开全
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工作推进会。调整完善

脊灰疫苗免疫策略，平稳实施１剂次脊灰灭活疫苗和
３剂次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替代三价脊灰减毒活疫苗。
启动“十三五”新一轮冷链装备升级更新，向省、市两级

疾控中心发放１５辆疫苗冷藏运输车。全省评选产生马
庆华等１０名“江苏最美接种医生”和丁广友等 １６名
“江苏优秀接种医生”。同时，表彰一批“全省免疫规划

（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四、慢性病防治、口腔卫生、精神卫生工作。深入开

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和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提

升居民健康素养。实施全民减盐行动，推动慢性病危险

因素干预。加强成年人慢性病与营养综合监测干预，开

展首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以及社区

医生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用药知识竞赛等活动。落实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动态管理居民健康档案和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推动实施分级诊疗。完善慢性

病发病报告、恶性肿瘤随访登记和死因监测系统，积极

落实城市癌症早诊早治和心血管病、脑卒中高危人群筛

查与干预等重点项目，完成项目年度任务。试点开展糖

尿病区域性“疾控中心—医院—基层社区”一体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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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试点项目，推广“分阶段糖尿病达标管理”模式，提

升防控效果。推进口腔卫生工作，组织对各市口腔卫生

工作和儿童窝沟封闭项目进行督导检查，总结推广先进

经验，全年为５５１万名８岁儿童进行免费口腔检查、免
费实施窝沟封闭１４９４万颗牙齿。江苏省口腔卫生指
导中心牵头完成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工

作。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

疗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积极落实患者筛查、诊断与

登记工作，严格门诊确诊患者与出院患者信息登记工

作。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３１６万人，比上年新增 ２万人，报告患病率基本达到
４‰，已有９个市的报告患病率超过４‰；全省患者管理
率达到９３７％，规范管理率达到８５４％。完善严重精
神障碍信息系统改造建设，实现与国家信息系统对接。

配合有关部门印发关于实施以奖代补政策落实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的意见，落实对居家患者的监护管

理责任，减少肇事肇祸事件发生。

五、其他卫生防病工作。适应盐业体制改革新形

势，在所有县区开展人群碘营养监测和碘盐监测，继续

保持碘缺乏消除状态，进一步巩固地方病防治成果。实

施学生常见病综合干预试点，扩大学生缺课、常见病、健

康危险行为和学校环境卫生等监测覆盖面。继续实施

“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对公共卫生骨干人才进行

专门培训。结合各类健康节日纪念日，广泛开展群众性

卫生防病宣传和健康知识传播活动。针对群众普遍关

心的热点问题，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准确地发布相关信

息。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部署，抽调１６名专家组
成江苏省援藏包虫病流调工作队，支持西藏拉萨市开展

包虫病流行情况现场调查工作。在２０１６年全国结核病
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中，江苏省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

奖、优秀组织奖和５项个人单项奖。在２０１６年全国寄
生虫病防治技术竞赛中，江苏省代表队再次获得团体一

等奖和９项个人单项奖。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

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启动实施援桑给巴尔血吸虫病

防治技术合作项目。在省级疾控中心规范化建设综合

评价中，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排名全国第三位。江

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朱凤才领衔、会同连云港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东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射阳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完成的“肠道病毒７１型疫苗临床
应用关键技术”项目获得省政府授予的２０１６年度江苏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吴红辉）

【血吸虫病防治】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血吸虫病防治
地区６４个县（市、区）中，有１６个县（市、区）达到血吸
虫病消除标准，４５个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标准，３个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全
省已连续８年无急性血吸虫病病例，连续１０年未查到
阳性家畜。按照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春查秋会”制

度要求，６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带领

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水利部、林业局等有关部门组

成的国家检查组，对全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行检查，

对全省血防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认为江苏省血防

工作在湖区５省中推进最快，已经进入了大规模连片改
造钉螺滋生环境、以治本为主的血防新阶段，在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工作机制不断完善、血防措施扎实有效、统

筹资源保障有力、防控手段不断更新等方面具有鲜明

特色。

血吸虫病传播阻断与消除达标工作。５月 ３—１３
日，省血地办成立江苏省血吸虫病传播阻断达标考核

组，并分别抽调１６０名血防专业人员和２４０名专业查螺
人员组成现场考核组，对南京市江宁区、浦口区和镇江

市丹徒区、润州区开展传播阻断达标考核工作。１２月５
日，省血地防办公室在南京召开南京市浦口区、江宁区、

镇江市润州区、丹徒区血吸虫病传播阻断达标考核情况

通报会，通报考核结果。１２月２６日，省政府血地防领
导小组确认上述４个县区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
９月２０日开始，全省启动１５个县（市、区）的消除现场
评估工作和网上资料评审。１２月２６日，省政府血地防
领导小组确认无锡市锡山区等１６个县（市、区）达到血
吸虫病消除标准。

强化血防信息化防治管理平台建设。依托涵盖１０
个设区市、６４个县（市、区）、４７３个乡镇的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信息管理，加强血防信息的共享，强化“江苏

省血吸虫病防治管理平台”建设，实现全省人群查病信

息化、钉螺调查信息化、晚血救治信息化、消除评估工作

信息化，从工作源头实现数据收集、存储、统计、调用的

自动化。一是全面推进流动人口监测查病与本地居民

查病工作信息自动化，全省范围内发放身份证读卡器

１００余台，近３０万份本地居民和５万份流动人口查病
工作档案实现存储调用共享，并自动为群众发出近

３０００条查病结果提示短信；二是全面推进钉螺调查工
作信息自动化，将全省历史有螺、现有钉螺及潜在钉螺

滋生环境等相关数据在平台中统一管理和地图展示，实

现钉螺分布数据的精细化掌控及联防区域螺情信息共

享功能；三是全面推进血防监测预警工作信息自动化，

在全省设立１５０多个血防智能语音警示器，实现视频监
控及实时喊话功能，提高联防联控地区江滩管理工作的

效率和水平；四是全面推进晚期血吸虫病救助与管理工

作信息自动化，建立８０００多份晚期血吸虫患者的数字
化管理档案，实现晚期血吸虫病救助的申请、审核及随

访工作的高度信息化；五是全面推进血吸虫病消除评估

工作信息自动化，全省１６个县（市、区）的消除评估工
作实现在平台上的电子化管理，现场评估工作的专家抽

选、能力测试、现场查病工作全部依托平台开展，信息化

工作与消除评估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扎实做好查灭螺、查治病工作。５月１６—２４日，省
血地防办公室组织督查组分别对宁镇扬、苏锡常、盐通

泰淮３个片区进行了春季查灭螺工作督查和效果考核，
结果显示钉螺死亡率为９６３％，灭螺后活螺密度下降
率为９５２％，符合质量控制的指标要求。６４个县（市、

·３８·工作进展



区）、４７４个乡镇、４０９８个行政村开展查螺工作，共完成
查螺面积８４９亿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１０６１％。全
省查螺用工４３１１万个，解剖钉螺６５９６６只。全省共实
施药物灭螺 １２５亿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
１２５２７％，其中药物巩固灭螺面积８９０６６５万平方米。
环境改造灭螺面积１９９０７万平方米，其中历史有螺环
境改造面积１３２２２万平方米。查病４４１０４５万人，其
中血检３９６１２８万人，粪检８７１０４万人，血检阳性３２７７
人，血检阳性率０８２７３％；发现粪检阳性病例１例和临
床诊断病例２例（均为输入性病例）。

完善重点水域血吸虫感染监测预警。在南京、镇

江、扬州、常州和泰州５个市１９个县（区、市）的５２个监
测预警点，共投放哨鼠２０８０只，在１个预警点检测到阳
性哨鼠 １只，发布 １次哨鼠检测阳性预警，及时提供
２次重点水域血吸虫病感染高危预警图、传染源重点分
布区域图和相关监测结果。有关县（市、区）根据监测

预警结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落实灭螺、灭蚴、健康教

育、水上流动人口预防服药等防控措施，防止急性血吸

虫感染病例的发生。

加强汛期防急感工作。一是及早部署，制定下发急

感防控工作文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开展重点区域与

人群的急感防控工作专项督导检查。二是做好应急物

资的发放及储备，向全省发放防蚴霜２１０００支、吡喹酮
３０００００片、诊断试纸条３７００００人份及宣传材料５９万
余份。向驻苏解放军及武警部队赠送吡喹酮９５０００片
及防蚴霜２０００支。储备吡喹酮２５００００片、诊断试纸条
５００００人份、应急灭蚴氯硝柳胺展油膜剂５００千克、健
康教育宣传材料１万余份及防蚴霜３００００支。三是做
好疫水接触人群的查病与健康教育。各地加强血防岗

哨江滩巡查，强化疫水接触人群登记及预防性服药工

作。全省汛期血防岗哨共计 ４７４人，宣传劝阻人员
２８２７６人，登记重点环境涉水人员５８００余人。同时，对
渔船民、沿江务工人员、抗洪抢险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

血防知识宣传教育。四是积极发挥监测预警作用、提升

江滩监控水平。全省在各地重点江滩设置血防语音自

动警示器１５０余台，对进入江滩的人员进行自动语音报
警和健康提示，部分区域设置智能监控视频设备，对周

边江滩进行视频监控和实时语音喊话。五是加强血防

门诊诊治，强化疫情报告管理，对医院门诊发热患者的

血吸虫病检查，实现血吸虫急感患者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早处理。重点加强血吸虫急感高发季节的网络直

报与管理，认真落实首诊负责制，防止漏诊、误诊。六是

加强督导检查，提高工作质量。７月２６—２９日和８月
２—５日组成防“急感”暗访督查组，分别对南京、镇江、
扬州三市相关县（市、区）开展现场防“急感”暗访专项

督查。暗访调查 １９个县（市、区）的重点江堤（含滩
地）、３４家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９个渔船民
集散地。省血地办印发专项工作督导简报，推动全省防

急感工作。

落实全国钉螺调查与秋季汛后查螺工作。自１０月
１９至１１月５日对宁镇扬三市沿江１５个县（市、区）的４５

个沿江重点环境开展秋季钉螺调查，共捕获钉螺２６０５０
只，其中活螺２３１１３只、死螺２９３７只，基本了解汛后全省
江滩钉螺的分布情况，为制订相关防治方案提供依据。

完成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救助工作。苏州、扬州市

等地积极开展在部分乡镇卫生院设立晚期血吸虫患者

内科救助治疗点试点工作。２０１６年共实施救助８６４人
次，其中内科 ８５３人次，外科 １１人次，发放救助金额
２３３３１４２１０元。

推进省际联防，加强省内联控。３月，第６届宁镇
扬常泰五市血吸虫病联防联控工作会议在丹阳市召开。

五市１７个县（市、区）、３３个乡镇１３１个行政村的血防
联防片区，遵循“六同步”原则，全面展开血吸虫病联防

联控工作，五市联防区域计划查螺面积、药物灭螺面积

分别为５２３５９万平方米、１３４８４万平方米，历史有螺环
境改造１５９万平方米，查病２４５３０人次，血防健康教育
覆盖２４８万人次。５月，苏锡常血吸虫病联防联控工
作会议在宜兴市召开，会议要求各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

况，全面规划、加大投入、有序实施，积极开展三市毗邻

地区的血防联防工作，有效推动三市血吸虫病消除工作

进程。５月 ２５日，在宜兴市召开宜兴、溧阳、郎溪、广
德、长兴的苏、浙、皖三省五县（市、区）血防联防春季工

作会议，审议通过《苏、浙、皖三省五县（市）２０１６年血防
联防工作计划》。

（葛　均）
【艾滋病防治】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报告检测各类人群约
１０９２万人次，比上年同期上升１０８６％；新确认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和患者４０３６例（按现住址统计），比上年同
期上升５９６％，其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２８５９例，艾滋病
患者１１７７例；既往报告感染者发展为患者４３５例，共报
告艾滋病患者１６１２例，比上年同期上升２２８％；报告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死亡４１０例，比上年同期
上升７６１％。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全省历年累计
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２１０４５例，存活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患者１８３７０例，其中 ＨＩＶ１１０８４例，ＡＩＤＳ
７２８６例；累计报告死亡２６７５例。随访管理的感染者患
者１７８３７例，较上年同期上升２２０５％。

提高宣传教育针对性，增强公众艾滋病防治意识。

利用电视、电台、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体形式，开展各类

艾滋病性病等宣传教育新探索；选择４７辆热点线路公
交车，进行关于艾滋病宣传月活动。开展高校大学生、

中学生艾滋病和性教育讲座，全省共举办大学生主题知

识讲座１９０余场，覆盖２５万名大学生，举办首届南京
地区高校“艾滋病”专题辩论联赛，共有来自南京地区

９所高校的１４支代表队参赛。与南京市中小学卫生保
健所合作，面向南京市１４

#

１８岁的中学生群体开展以
青春期性健康、性病的自我防护和艾滋病基础知识为主

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累计开展讲座１６场，覆盖学生人
数４５００人，保健老师１５０人。与省监狱管理局和省戒
毒管理局的合作，做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处理和收押监管工作中的技术支

持。利用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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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围绕宣传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增强公众艾滋病

防治意识。

提高综合干预实效性，有效控制性传播和注射吸毒

传播。各县（市、区）继续全面实施１００％安全套推广等
娱乐场所行为干预措施，将干预工作纳入社区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内容，成立社区级和乡镇级高危行为干预工作

队，加强对暗娼的宣传干预及动员检测工作，为暗娼人

群提供性病诊治咨询转介和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深

入开展男男性行为人群综合干预，进一步落实对 ＭＳＭ
人群的艾滋病综合干预措施，继续依托 ＭＳＭ集中聚集
的场所、网络、ＱＱ群等广泛开展社区宣传干预和动员
检测活动。部分社会组织开展 ＨＩＶ快速检测和疑似阳
性咨询及转介和阳性关怀工作，强化检测咨询和疑似阳

性转介功能，扩大检测覆盖面。全省１９个美沙酮社区
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累计收治９３８７名滥用阿片类物质
成瘾者，其中包括１７９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在
治２４０７人，年均保持率达８７６％，所有门诊均按照国家
工作组要求对在治患者每年开展２次艾滋病病毒抗体
（ＨＩＶ）、１次丙肝病毒抗体（ＨＣＶ）和 １次梅毒抗体
检测。

提高检测咨询可及性和随访服务规范性，最大限度

发现感染者和减少传播。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已建成包括１
家确证中心实验室，１３家确证兼筛查中心实验室，６９０
家筛查实验室和１７２２家检测点的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
络。１３个设区市疾控中心和部分定点治疗机构均配备
流式细胞仪，南京、徐州、常州和苏州市均开展 ＨＩＶ病
毒载量检测。全年共确认各类标本５２２１人份，完成
ＣＤ４检测服务２７５４８人份，完成１１１５５人份的病毒载量
的检测，对６８３人份进行 ＨＩＶ耐药检测工作。提高随
访服务质量，按照常住地管理原则，全省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和医疗机构对全省新发现ＨＩＶ感染病例开展首次
随访服务。对全省各县市区随访服务专业人员开展培

训，强化对感染者和患者的心理支持、行为干预及检测、

医学咨询和转介等工作。结合定期随访工作，对感染者

和患者的行为及健康状况进行科学评估，提供针对性的

随访干预服务。加强全省流动人口感染者和患者随访

服务，对长期在江苏工作的外省（市、区）人员及时开展

抗病毒治疗和随访，切实防止 ＨＩＶ感染者和患者的流
失，最大限度地保护感染者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加强疫

情监测研判，全省共设立国家级性病艾滋病监测哨点

９７个，国家级丙肝监测哨点１个，省级性病艾滋病监测
哨点３７个，共计１３５个监测哨点。全省艾滋病哨点共
监测５００４３人次，ＨＩＶ监测阳性数５３７例（１０７％），梅
毒 ＲＰＲ双阳１４２３例 （２８４％），丙肝阳性 ７３４例
（１４７％）。全省公安、司法监管场所羁押人员共筛查
１１５４８９例，其中ＨＩＶ确证阳性１４２例。

全面落实救治救助政策，挽救感染者和患者生命并

提高生活质量。推进抗病毒治疗工作，全省在治成人患

者１５０４３人，当年新增治疗３８４０人，在治儿童患者 ３３
人，本年新增治疗８人。各设区市均已在推进抗病毒治
疗工作向定点医院交接的工作。强化救助政策落实，各

地疾控机构积极与当地民政、红十字会、工商联等部门

和单位沟通协调，加强对生活困难感染者和患者生活救

助，将 ＨＩＶ感染者纳入政府低保救助范围；同时，按照
精准扶贫要求，支持符合扶贫条件、有劳动能力的感染

者和患者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共享经济和社会发

展成果；省和各市疾控中心与公安、司法部门合作，做好

违法犯罪感染者和患者回归社会后的治疗、救助等衔接

工作。

全面落实培育引导措施，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活力。

全省共有１７个疾控中心及３个预防医学会作为培育基
地（孵化基地），与３３个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
国家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项目，其中３１个项目成功获批，合
计获得３２６１９万元经费支持，其中２０１６年１６２９５万
元。省财政资金加大对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青年学生社团的支持。省级财政

支持覆盖２６个社会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资助总
金额为５１７９万元，其中青年学生项目２０个，资助金额
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８７万扩大到３４８万，覆盖高校由２０１５
年的８个市１４所高校扩大到９个市２０所高校。

落实梅毒控制规划，完成性病丙肝防治相关工作。

对各设区市的性病疫情管理工作进行季度和年度考核，

提高全省性病病例报告和性病疫情管理工作质量，全省

性病病例报告准确率、及时率均接近１００％。对全省１３
个性病区域监测点开展季度和年度考核。全面落实全

国梅毒控制规划的工作要求，利用梅毒检测新技术培训

班、会议、现场调查、综合督导等各种形势，完成梅毒控

制规划和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相关工作要求，确保《中

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性病防治
管理办法》顺利开展。完成全省梅毒控制规划中期评

估工作，并接受国家卫计委的复核督导，江苏省梅毒中

期评估考核的１６个指标中，１５个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
梅毒控制规划中期评估的指标要求。组织召开丙肝防

治培训班，对全省从事丙肝防治专业人员开展技术培

训，为丙肝聚集性疫情的处置做好技术储备。

鼓励创新探索，做好第三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工作。全省示范区艾滋病防治创新模式共４１个，其中
国家级模式１６个，各地自创模式２５个，内容涉及艾滋
病监测检测、高危人群干预、抗病毒治疗和关怀救助等

方面。其中，苏州示范区“ＭＳＭ社会组织从这里腾飞”、
南京市“一地一策”经验在全国会议上进行经验分享。

组织艾滋病示范区综合督导工作，２０１６年９月份开始
对江苏省五个城市示范区及２个县区级示范区开展综
合督导核查工作。技术支持高校艾滋病防治工作，推广

南京“一地一策”工作经验。开发青年学生项目线上考

核平台，提供青年学生同伴教育主持人考试题库，组织

开展项目督导和技术支持。

（孙　超）

【结核病防治】　一是全省结核病疫情稳步下降。２０１６
年全省ＤＯＴＳ覆盖率继续保持１００％；全省发现活动性
肺结核患者２８万例，比２０１５年下降约９％；发现新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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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肺结核患者 ０８万例，新发涂阳患者治愈率
为８９９％。

二是健全结核病综合防治服务模式。２０１６年 ８
月，省卫生计生委制定印发《关于建立分级诊疗综合防

治服务模式 进一步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进一

步推进全省结核病综合防治服务体系建设及强化重点

地区重点工作。积极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肺结核患

者健康管理项目，落实对肺结核患者的全程管理。初诊

患者查痰率达９９１％，涂阳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达
１００％，可疑结核病患者追踪总体到位率达９８３％。

三是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２０１６年３月，省
卫生计生委与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

座谈会，建立学校结核病疫情通报及工作会商制度，对

２０１５年全省学校结核病疫情情况进行通报。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就建立健

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定期通报疫情信息等工作进一步

提出要求，同时制定《江苏省学校结核病疫情处置工作

规范》，为及时、规范处置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提供

政策和技术支持。

四是提升结核病实验室检测能力。全省所有设区

市级定点医院结核病实验室均参加国家疾控中心结核

病实验室组织的全国结核病分子诊断技术能力验证和

结核分枝杆菌药敏熟练度测试，合格率达１００％。省级
结核病参比实验室对１３个设区市及２６个县（市、区）实
验室开展痰涂片质控。举办实验室检测技术及生物安

全培训，提升实验室工作人员检验能力。

五是推进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工作。继全省实现耐

多药肺结核防治工作及医疗保障水平全覆盖之后，重点

加强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筛查及实验室检测工作。启动

实施县级结核病实验室快速诊断技术，推进市级结核病

实验室快速耐药检测工作。２０１６年，全年共登记耐多
药肺结核可疑者１９５２例，开展耐药检测１８９７例，筛查
率达９７２％；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纳入治疗率７４６％，成
功治疗率６３６％。

六是开展结核病健康促进工作。２０１６年全省利用
电视、广播开展结核病宣传 ６００余次，发放宣传材料
２５０余万份。利用省疾控中心网站、疾控信息、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并取得良好效果。组

织发动公众参与中国防痨协会组织的结核病防治知识

网络竞赛活动，参赛人数位居全国前列，全省获得组织

贡献奖，并有２０人获得优秀个人奖。在全国结核病防
治宣传作品评选活动中，全省获得各类奖项２３项。
２０１６年，在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交

流发言，在全国结核病临床技能大赛中以总分第一的成

绩荣获团体一等奖，并获优秀组织奖。

（单玲英）

【急性传染病防控】　依法报告发布传染病信息。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２１种，报告发病９１３８０
例，报告发病率１１４５６／１０万；死亡４０６例，报告死亡率
０５１／１０万。报告发病率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７７９％，报告

死亡率上升１９５１％。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报告发病率上升
的病种有：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 （０１３／１０万，＋
５４２２９％）、乙脑 （００１８／１０万，＋２５２００％）、霍乱
（０００７５／１０万，＋２００００％）、登革热（００２０／１０万，＋
１６８００％）、伤寒 ＋副伤寒（０４０／１０万，＋１０２７６％）、
血吸虫（０００５／１０万，＋１００％）、布病（０１８／１０万，＋
８０７５％）、出血热（０４１／１０万，＋４９０３％）、狂犬病
（００５５／１０万，＋２９２７％）、淋 病 （９０３／１０万，＋
１８０３％）、艾 滋 病 （２０２／１０万，＋２０８％）、梅 毒
（２９７０／１０万，＋０１９％）；２０１６年报告流脑（０００５／１０
万），与上年持平；其他病种报告发病率均较上年有不

同程度下降。２０１６年全省无鼠疫、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炭疽、白喉和钩体

病报告。共报告丙类传染病９种，报告发病１８３７８９例，
报告发病率２３０４２／１０万；报告死亡１例（手足口病），
报告死亡率０００１３／１０万。报告发病率较２０１５年上升
５１１６％，报告死亡率与２０１５年持平。与２０１５年相比，
报告丙类传染病发病率上升的病种有：手足口病

（１９７５８／１０万，＋６５４４％）、流行性感冒（６５４／１０万，
＋２６９５％）、包虫病（０００７５／１０万，＋１９０５％）、其他
感染性腹泻病（１９３２／１０万，＋０８８％）；本年报告黑热
病１例，上年同期无病例报告；其他病种报告发病数均
较上年有不同程度减少。２０１６年无斑疹伤寒及丝虫病
报告。

提升传染病报告质量。一是实施“传染病监测预

警项目”，选择四个示范点（南京、苏州、盐城、镇江），以

医疗机构信息管理系统（简称“ＨＩＳ系统”）为基础，通
过对ＨＩＳ系统的智能化调整，自动识别传染病诊断、生
成符合国家规定的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省级公共卫生

（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平台实现传染病报告卡至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大疫情系统）的实时推送。同

时，通过计算机精准识别和网络实时推送，进一步提升

和保证全省传染病报告的及时率、准确率和完整率，提

供升传染病报告质量。全省６０％的医疗机构完成 ＨＩＳ
系统传染病监测报告功能模块建设。二是开展江苏省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和管理现状督查，涉及６个设区市
所辖１８个疾控中心及３２个医疗机构。共抽查法定传
染病 ４１３例，其中 ４０７例进行网络报告，报告率为
９８５５％；报告及时率为９６３７％；纸质报卡填写完整率
为９８５３％；准确率为９０９１％；纸质报卡与网络报告信
息一致率为９３３７％。

加强传染病综合监测。完善传染病监测策略，开展

以综合监测为基础、单病种监测为重点的传染病监测工

作，全面实施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和媒介、自然疫

源性传染病综合监测，进一步提高流感和手足口病等传

染病监测工作质量，定期对各病种监测情况进行总结并

及时反馈给各级疾控中心。２０１６年共监测病种１７种，
其中国家级监测病种１２种，省级监测病种５种。

（顾　华）

【免疫规划】　完善疫苗采供体系，保障疫苗安全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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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中心作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分中心运行，由省疾控中心通过省药采中心集中采购

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印发江苏省疫苗集中采购

实施方案，完善疫苗采供体系，落实第一、二类疫苗采购

平台，构建疫苗采购与供应信息系统，依法依规推进疫

苗集中采购服务，圆满完成江苏省２０１７年度疫苗集中
采购任务，共采购第一类疫苗１０种１５５０万剂，价值１６
亿元；第二类疫苗集中采购有２０种疫苗１０３个品规中
标，１５个品规经综合评审后被淘汰，４８个品规的中标价
格低于原投标报价。１２月２３日起，各县级疾控机构通
过省药品采购平台向疫苗生产企业采购第二类疫苗，共

完成采购２５５批次。
完成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策略调整工作。下发关

于调整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策略的通知，自４月１日
起，第一剂次脊灰灭活疫苗率先纳入全省免疫规划，

５月１日起停用三价脊灰减毒活疫苗，启用二价脊灰减
毒活疫苗替代三价脊灰减毒活疫苗。紧急采购 ＩＰＶ疫
苗４５万人份、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８４万支，缩短疫苗
空窗期。召开脊灰疫苗转换培训班，加强风险沟通和舆

情监测。全省共回收三价脊灰减毒活疫苗３９９６６９粒并
全部销毁。协调做好 ＩＰＶ和 ｂＯＰＶ疫苗供应，全年 ＩＰＶ
供货１００万剂，ｂＯＰＶ供货４２万支，确保脊灰免疫策略
调整顺利实施。

认真组织开展预防接种规范管理专项活动，全面落

实预防接种规范管理。及时消除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

苗系列案件对全省免疫规划工作影响。结合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提高预

防接种服务水平”作为工作重点，完善接种单位设置、

增加接种服务频次、加强新生儿接种管理、科学规范提

供预约告知服务、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异常反应处置等

工作。围绕“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预防接

种告知和宣传行为”、“疫苗和冷链管理”、“预防接种单

位设置和资质管理”、“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疫情

监测和处置”等重点环节，逐级查找存在问题。召开阶

段性整改工作推进会，组织专项活动考评各地工作进

展，参与预防接种卫生监督检查并予以通报反馈，有力

促进全省预防接种服务工作健康发展。同时，举办全省

性集中培训和宣讲，指导各地查找薄弱环节，制定并落

实改进措施。全省已建立规范化接种门诊１７５３个、接
种点１２３个、新生儿接种单位１２５６个，为适龄儿童提供
免费预防接种服务超过２０４０万针次，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保持在９５％以上。

加强监测，完成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监测目标。全省

共报告麻疹病例７５０例，发病率为０９５／１０万，较２０１５
年同期（４５３３例）下降８３４５％，无死亡病例报告；全省
共报告１５岁以下ＡＦＰ病例２５８例，其中２例高危，经省
级专家诊断小组讨论为脊灰排除病例。未发现脊灰野

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全省共报告乙肝发病

１５１６９例，死亡４例，报告发病率、死亡率分别为１９０２／
１０万、０００５／１０万，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３７９％和
３３３３％；乙脑、流脑分别报告 １４例、４例。各病种发

现、报告、采样、流调等监测指标敏感性、及时性和准确

性均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要求。

科学规范疫苗冷链管理，保障疫苗安全供应。为进

一步保证疫苗储运安全，投入３７５万元统一为省和设区
市疾控中心更新配备冷藏运输车，同时完善冷库装备温

度记录仪，实时采集温湿度数据，采用无线 ＧＰＲＳ方式
组网，实现冷库自动（远程）监测、调控、显示、自动记录

温度以及声光报警、手机（电话）远程报警等功能。依

托省、市疫苗冷链监测管理平台，对不同区域、不同环节

和不同类型冷链终端的全程无缝冷链监控系统监控，进

一步提高全省疾控系统疫苗冷链管理水平，实现全程冷

链配送。

持续完善免疫规划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巩固提高免

疫规划高接种率。进一步完善全省疫苗管理信息系统、

全省冷链设备温湿度监测系统，实时掌握疫苗进出库和

储存、使用动态。推进建设具有智能排队、预检登记、语

音呼叫、有序接种、留观计时和电子档案等功能的数字

化预防接种门诊，全省建成数字化接种门诊１３０６个（覆
盖率达７４５％），实现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疫苗供应和
储存运输信息、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信息的一体化管

理和全流程溯源。同时，投资３０００多万元，对预防接
种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构建集疫苗采购配送、

冷链全程管理、接种全程服务、视频全程督导、接种反应

监测、免疫效果评估于一体的预防接种综合管理云平

台。在疫苗供应出现短缺的情况，利用免疫规划信息系

统实时监测各地常规免疫，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第一类疫

苗接种率，常规接种率报表以县区为单位报告率

１００％。全省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调查显示，全省脊灰、
麻疹－风疹、百白破、卡介苗、流脑、乙脑、甲肝、麻风腮、
白破、乙肝疫苗接种率均达超９５％；麻疹 －风疹疫苗和
麻腮风三联疫苗接种及时率超过９０％。

疫苗接种的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置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全省共收集到 ＡＥＦＩ报告 １８８９４例，一般反应有
１７７９５例（占９４１８％），临床表现主要以发热、局部红
肿硬结为主；异常反应有 １０６３例，偶合症 ４６例（占
０２５％）。严重异常反应共报告了３１例，临床表现主要
以发热、局部红肿硬结为主，其次为一过性过敏性皮疹。

个案及时报告率、个案调查表完整率、及时调查率、调查

报告上传率、ＡＥＦＩ分类率以及报告县覆盖率等主要监
测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要求。

（葛　均）

【改革完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　２月４日，省
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补偿机制的通知》，决定自２０１６年１月起，将全
省范围内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机制由“财政补偿”

转变为“保险补偿”，并推动建立基础保险与补充保险

相结合的多层次补偿体系。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参与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保险事务，为异常反应补偿开发设计意

外险等新险种或推出组合保险，以适应受种者、接种单

位、疫苗生产企业等各方需求。经公开招标，中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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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２２０万元保费，确
定为全省２０１６年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
险保险中标保险公司。印发《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第一类疫
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实施方案》和《关于推进

江苏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工作的通知》，统一

思想、规范服务，确保全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

新举措良性运转，有序推进。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平安保
险公司共赔付４７起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赔
付金额合计为１７０８万元。全省群众购买平安保险公
司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充保险（宝贝免疫

卫士综合保障计划）１０万多份，通过组合产品的方式，
保障儿童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异常反应所导致的身故、残

疾、医疗费用和偶合症导致的身故、住院费用以及免疫

失效的风险。平安保险公司补充保险共补偿２２例，补
偿金额 １７６万元，其中偶合住院医疗费的补偿
占９０％。
１１月１７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南京召开全国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工作推进会。国家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到会并讲话。江

苏省卫生计生委等单位分别介绍开展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补偿保险工作的主要做法、工作成效和经验体会。１１
月１７—１８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王国强实地考察南京市建邺区莲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双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重点听取预防

接种服务、异常反应补偿保险、社区中医药等工作情况

汇报，与基层卫生人员交谈，并赴南京市高淳区对慢性

病防控工作进行调研。王国强充分肯定江苏开展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工作取得的进展，希望江苏认真

总结，逐步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建立长效工

作机制。

（葛　均）

【消除疟疾】　全省报告疟疾病例３０８例，较上年同期
（４０５例）下降２３９５％，除１例为输血感染外，其余均为
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其中恶性疟２３７例，较上年同期
（２９９例）下降２０７４％；间日疟１１例，较上年同期（１３
例）下降１５３８％；三日疟８例，较上年同期（１８例）下
降５５５６％；卵形疟 ５１例，较上年同期（７１例）下降
２８１７％；混合感染 １例，较上年同期 （４例）下
降７５００％。

一是消除疟疾工作进展顺利。完成南京市浦口区、

六合区，徐州市鼓楼区、云龙区、贾汪区、泉山区、丰县，

南通市海安县、如皋市，淮安市清河区、淮阴区、洪泽县，

镇江市京口区和宿迁市泗阳县、泗洪县共计 １５个县
（市、区）的消除疟疾达标考核；组织专家组，完成对南

通、扬州、镇江和泰州等４个设区市消除疟疾考核评估
工作。全省１０５个县级被考核单位均已通过省、市血地
办组织的消除疟疾达标考核；无锡市等９个设区市通过
省血地办组织的消除疟疾考核评估，提前实现《江苏省

消除疟疾行动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确定的阶段目标。
二是消除疟疾防控策略和措施执行情况。印发

《２０１６年消除疟疾工作方案和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工作
方案》，组织召开全省血寄防业务工作会议，明确各级

疾控机构疟疾防控目标任务，部署全省疟疾防治工作。

省财政２０１６年投入４９０万元用于全省消除疟疾工作，
为各地落实疟防措施提供经费支持；继续实行有奖报病

制度，为相关人员提供疫情报告、样本采集补助６万多
元；整合中央补助公共卫生专项资金，为全省１３个设区
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参比实验室（疟疾中心镜检站）更

新具备高像素图像采集功能的显微镜，并为各县（市、

区）疾控中心和部分乡镇卫生院购置３００台显微镜；采
购疟疾快速诊断试剂盒１０万人份，为病例早期诊断创
造条件。各地按照“１—３—７”消除疟疾工作管理要求，
开展疟疾病例的管理和疫点调查处置工作，即各级疾控

中心和各类医疗机构在发现疟疾病例２４小时（１天）内
进行网络直报；疟疾病例报告地的县级疾控中心在３天
内完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对病例诊断情况进行复核，

确定是否为疟疾病例以及是否为输入性病例；病例所在

地的县级疾控中心在７天内完成同行回国人员追踪调
查和疫点处置。

三是开展血检工作，及时发现输入性疟疾病例。全

省共血检２７７０２０人次，发现疟原虫阳性３０８例，阳性率
为０１１％。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复核阳性血片
２７５３０８张，抽检阴性血片 １７４７张，阳性片复检率
１００％、阴性血片复检率０６３％。规范病例治疗，减少
重症和死亡病例发生。储备足量的青蒿素类抗疟药用

于输入性恶性疟病例治疗，并继续对所有疟疾病例提供

免费抗疟治疗。全省报告疟疾患者３０８例，规范治疗
３０８例，规范治疗率１００％；组织春季休根治疗１０６人，
休治率９８１１％（１０４／１０６）。成立由４９名临床和疾控
机构相关专家组成的“江苏省疟疾诊治专家指导组”，

并组织开展培训和专题交流活动。全省重症疟疾病例

比例从 ２０１４年的 ５６３％（２０／３５５）下降至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６０％（８／３０８），且２０１５年以来未发生死亡病例。

四是狠抓培训督导，创新健康教育。通过组织全省

技能竞赛和备战全国竞赛，以赛代练，以赛促训，在

２０１６年“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技术竞赛”中，江苏省代表
队再次获团体第一名佳绩，且４名队员共获９项单项
奖；组织由市、县（市、区）疾控中心分管领导和寄防科

长共１３５人参加的“江苏省输入性疟疾疫情处置培训
班”，并组织开展“输入性疟疾疫情处置桌面推演”。针

对全省输入性病例绝大部分为出国务工人员的特点，创

新疟疾防治知识宣传形式和方法，结合“４２６”全国疟
疾宣传日，利用微博、微信、微视频、微访谈等新媒体和

广播、电视、宣传栏、黑板报、现场宣传咨询、发放宣传用

品等，为出国务工人员和各级医疗机构临床医生，传递

全球疟疾疫情和防治知识，提高医务人员和公众的疟防

意识。

（葛　均）

【麻风病防治】　一是全面完成麻风病防治年度工作任
务。２０１６年全省共登记、报告麻风疑似病例１３２９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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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密切接触者检查８４１例，确诊新发麻风病１４例，其中
非江苏籍患者５例，新发患者２级畸残比２０５７％，复发
１例，临床治愈１２例，全省有现症麻风患者９３例。免
费救治麻风严重不良反应２１例，其中神经炎７例，麻风
反应１４例。定制发放溃疡换药包２万份，为４５５０例麻
风治愈者发放防护鞋。在４１个县区分别开展麻风病主
动发现、麻风病监测以及麻风病防治一体化等省级财政

麻风病防治项目，开展麻风病防治知识“县对村”村医

培训，培训村医１６０３１名。完成２０１６年版《麻风病早知
道》设计，印发全省５万份。

二是完成《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期评估工作。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

开展〈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期
评估的通知》要求，下发关于做好《规划》中期评估工作

的通知，召开《规划》中期评估培训会议。在县级自查、

市级复查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人员对无锡等６个市进行
现场抽查复核，每个市重点抽查了市级麻风病诊治定点

医疗机构和１个县（市、区），如期完成《规划》中期评估
各项任务。评估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全省全面贯

彻落实麻风病防治各项政策措施，麻风病疫情继续保持

低流行平稳态势，如期实现了《规划》中期的各项目标和

任务。在国家组织的抽查复核中顺利通过并获得好评。

三是创新普及麻风病防治知识新途径。选择淮安

市淮阴区、徐州市铜山区等２个县（区）创新性地开展
村医麻风病防治知识培训及大赛，当地电视台对决赛过

程进行直播。通过本次活动，激发基层医务人员主动学

习麻风病防治知识的热情，提升基层医务人员麻风防治

能力水平，开辟麻风病防治知识宣传培训新途径，营造

全社会关注麻风的良好氛围。

（单玲英）

【重点寄生虫病防治】　第五次荣获全国寄防竞赛团体
一等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１３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广
东省广州市举办２０１６年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技术竞赛，
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参赛队１２４名选手参加竞赛，竞赛
分为理论知识考核和检测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选拔

全省优秀选手进行集中培训，积极备战全国竞赛。由江

苏省血寄防所刘剑峰、南京市栖霞区疾控中心窦雪如、

常州市武进区疾控中心王允华、徐州市疾控中心刘松等

４名选手组成的江苏省代表队在本次竞赛中夺得唯一
的团体综合考核一等奖，４名选手还赢得９项个人单项
奖。这是自２０１１年以来江苏省代表队第五次荣获全国
寄生虫病防治技术竞赛团体一等奖。

做好食源性寄生虫病重点人群、中间宿主（鱼、虾

等）、保虫宿主（猫、狗等）及相关淡／海水产品的感染情
况监测。完成沛县等１０个土源性寄生虫病省级监测点
的现场工作。对南通、泰州市的市级有效控制肠道线虫

病效果开展评估，对无锡市辖宜兴市、徐州市辖睢宁县、

连云港市辖灌云、灌南、东海、赣榆县（区），淮安市辖淮

安区、盐城市辖响水县、镇江市辖句容市等有效控制肠

道线虫病进行评估。完成宜兴和溧阳市包虫病的监测

工作。对灌南县一例疑似本地感染包虫病患者进行实

验室抗体检测、信息上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同时

帮助联系安排手术，并制定包虫病调查方案，对周围人

群进行相关的筛查。在全省１２个县（市、区）共在３４个
乡、镇（社区）开展慢丝患者关怀照料工作，为５５５７名慢
丝患者建立个人档案，对６８５名乡村医生和２１３９名慢
丝患者或家属进行照料知识培训。开展特殊人群弓形

虫感染情况调查。完成全省８个设区市的四类人群，
（包括艾滋患者、孕妇、肿瘤患者及畜产品加工销售人

员）累计３２００余份血清的实验室检测和相关问卷调查
工作，ＩｇＧ总阳性率达９２％，ＩｇＭ总阳性率达１０７％。

（葛　均）

【地方病预防控制】　盐碘监测。生产、批发、零售层次
食盐碘含量均数基本稳定在 ２５ｍｇ／ｋｇ略微偏下的水
平。全省１３个市的９９个县（市、区）开展居民户食用盐
监测工作，共监测２９１８１户居民家中食用盐，盐碘均数
为２３３ｍｇ／ｋｇ，中位数为 ２３６ｍｇ／ｋｇ，标准差为 ４２２
ｍｇ／ｋｇ，变异系数为１８１％，最大值为５９２２ｍｇ／ｋｇ，最
小值为０。其中２８０６１户居民食用合格碘盐，碘盐覆盖
率为９８８８％，碘盐合格率为９７２３％，合格碘盐食用率
为９６１５％。全省 １３个省辖市的碘盐覆盖率均大于
９５％。全省居民户碘盐合格率始终保持在９０％以上，
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都保持在９０％以上，非碘
盐率也一直控制在 １％左右，碘盐三率维持在较高水
平。有６个县市区（六合、玄武、金坛、姑苏、盐都、丹
阳）合格碘盐食用率小于等于９０％。

人群碘营养监测。在全省１／３的县（市、区）用 Ｂ
超检测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容积。在所有碘缺乏县市
区（９７个）结合碘盐监测工作，开展学龄儿童家庭户尿
碘、盐碘、触诊、孕妇家庭户尿碘、盐碘、触诊等指标，全

省在碘盐监测零售点１３个县（市、区）同时开展三日日
人均摄盐量、三日日人均摄酱油量监测。全省３５个县
（市、区）７０３４名８～１０岁学龄儿童 Ｂ超检测甲状腺肿
大率为１８３％。全省人均食盐日摄入量在８克／人天
之间，大部分高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６ｇ标准，酱
油摄入量约为４６２克／人天。

高碘地区病情监测。丰县、沛县和邳州的行政村为

国家级监测点，淮安区、铜山和睢宁的行政村为省级监

测点。已停供碘盐高碘地区共监测盐样１３２０份，其中
碘盐 ５份，无碘食盐１３１５份，无碘食盐覆盖率为
９９６％。六地共检测所在村水碘、调查６３３名学生Ｂ超
和甲状腺触诊、３２６名儿童尿碘和３００名育龄妇女的尿
碘采集。调查地区学龄儿童及育龄妇女尿碘中位数分

别为 ５３３６μｇ／Ｌ和 ６６８１μｇ／Ｌ，学龄儿童甲肿率为
９１６％（徐州市除睢宁外，其他四个高碘县市区甲肿率
上升明显），人群碘营养水平过量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

改变，需要加强改水并积极寻找可代替的低碘水源。

地方性氟中毒监测项目。在丰县、东海、泗洪３个
中央补助地氟病监测县和沛县、铜山等１４个省级地氟
病重点防治县开展地方性氟中毒监测工作。２０１６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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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监测１７个县７１个村，并在宿迁市宿城区、宿豫区、
泗阳县开展成人氟骨症拍片工作。在７０个改水村中，
其中有６７个村降氟改水工程正常运转且水氟含量符合
国家标准，共检查８～１２岁儿童４４６５人，氟斑牙检出率
为１２０％。对宿迁市３个县（市、区）９个改水工程正常
运转且水氟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村成进行人 Ｘ线氟骨
症的检查，共检查３１６人，检出氟骨症病例５５人，检出
率为１７１４％，均为轻度病例，无中、重度氟骨症病例。

降氟／砷改水工程监测。对徐州、宿迁、连云港、淮
安和盐城市２６个地方性氟中毒病区县（市、区）降氟改
水工程的水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水氟含量检测。

共采集２６７０份水样，其中水源３８份，出厂水７５７份，末
梢水１８７５份。水源水超标１份，超标率为２６３％。出
厂水超标７０份，超标率为９２５％。末梢水超标２２７份，
超标率为１２１１％。出厂水和末梢水超标比例较高的
县区在徐州和盐城，其中丰县的出厂水和末梢水超标份

数分别达到４３份和１７１份，超标率分别为４８３１％和
４７２４％，较２０１５年有所下降。在徐州、宿迁、淮安的３７
个高砷村开展降砷改水工程监测，共监测２８个改水工
程，水砷含量均合格。

地方性砷中毒监测。在盱眙、泗洪２个中央补助饮
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监测点县和睢宁、金湖、洪泽３个省
级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监测县，监测高砷村５个，均全
部改水，水砷含量合格。共体格检查３１７人，发现可疑
砷中毒患者１５人，占４７３％。

（葛　均）

【慢性病防控】　推动全省慢性病防控“防、治、管”有效
融合，组织开展高血压、糖尿病规范化用药知识省级竞

赛，选拔两支代表队赴上海市参加“２０１６年长三角社区
医生高血压糖尿病治疗用药知识竞赛”总决赛，夺得团

体一等奖和二等奖。２０１６年，全省基层共计管理高血
压患者７９５２２２０人，管理２型糖尿病患者２３２７１２８人。
在南京市玄武区、南京市溧水区、镇江市润州区、句容

市、盐城市亭湖区和盐城市大丰区开展“糖尿病区域性

‘疾控中心－医院－基层社区’一体化综合管理试点项
目”，推广应用社区“５＋１”糖尿病分阶段达标管理模式
和评估体系，探索糖尿病区域性“疾控中心 －医院 －基
层社区”一体化综合管理模式。培训基层医护及慢性

病防控人员４００多人，覆盖６家县（区）中心医院，近５０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１０６６０名糖尿病高危人群筛
查工作，发现糖尿病患者１３２０人，空腹血糖受损 ７４８
人，糖耐量减低１５７３人；组建３０个糖尿病患者自我管
理小组；初步形成由卫生计生部门领导，“疾控中心—

医院—社区”一体化糖尿病综合管理的工作模式。

推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深入开展，广泛宣传和

传播健康生活方式和慢性病防治核心知识。９月１日，
举行江苏省暨南京市第１０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暨
“万步有约职业人群”主题健走周宣传活动、第二届江

海健康美食厨艺大赛，倡导居民从自我做起、从日常生

活做起，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受益者；１１月１４

日，以“共同关注糖尿病”为主题，开展第１０个联合国
糖尿病日大型宣传活动，宣传生活方式和糖尿病防治健

康知识。引入“互联网＋健康管理”，组织１１个设区市
２２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国家级１８个、省级４个）
参加中国疾控中心组织的首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

走激励大奖赛。

推进死因监测工作，在监测范围１００％覆盖的前提
下，省、市、县（市、区）各级监测专业人员通过培训、督

导等多种形式，保证监测质量的提高，完成《２０１５年度
江苏省死因监测报告》。在盱眙县、金湖县和射阳县等

重点地区开展淮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完善当地死

因监测和肿瘤登记系统，掌握辖区内人群肿瘤发病和死

亡水平及时间变化趋势。

健全和完善三级肿瘤登记报告网络，全省９６个县
（市、区）均开展肿瘤登记随访工作，覆盖全省１００％人
口。组织专家对项目点肿瘤随访登记资料进行省级审

核。为掌握全省肿瘤流行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对全省各

地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肿瘤登记数据进行重新梳理和质量
分析，确定全省肿瘤登记分析数据源。依托江苏省学生

健康监测平台，继续在１０个设区市１９个县（市、区）开
展以学校为基础的学生伤害监测网络报告工作。在南

京市浦口区、张家港市和无锡市开展全国伤害医院监测

工作。在南京市浦口区、张家港市及无锡市三个产品伤

害监测点开展全国产品伤害监测工作。在徐州市贾汪

区、常州市、常熟市、海安县、东海县、淮安市开展“心血

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现场工作，共

完成初筛调查７２２８３人，检出高危对象２３９６９人，对高危
对象开展包括Ｂ超和心电图检查，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积极开展“９２０爱牙日活动”，组织实施窝沟封闭项目，
共为５５２名儿童进行免费口腔检查、免费实施窝沟封
闭１４９４万颗牙齿。在南京市栖霞区等１６个县（区）的
２４个乡镇（社区）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
目，共计筛查和干预６０２８３人。

（孙　超）

【精神卫生】　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严重
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

落实救治保障政策，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和管理率大幅度提高。针对全

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

的突出问题，组织专家进行分析与梳理，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的通知》，将

相关目标指标调整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率以

省辖市为单位达到４‰，要求各地认真落实患者筛查、
诊断与登记工作，严格门诊确诊患者与出院患者信息登

记工作；同时明确在２０个重点地区集中开展疑似患者
筛查与诊断工作，进一步提高报告患病率。省本级财政

安排精神卫生项目专项经费２６０万元，其中严重精神障
碍管理治疗项目１６２万元，农村地区癫痫防治管理项目
９８万元。截至２０１６年，全省精神卫生医疗机构１５６家，
其中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９５家，综合医院精神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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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及心理门诊６５家。全省所有的县、县级市及远离中
心城区的市辖区均设有精神专科医院或设精神科／心理
门诊的综合医院。全省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

１７６３人，每１０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２２２
人。组织人员对２０１１年启用的江苏省重性精神疾病信
息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强化信息系统质量控

制工作，开发月报表与季度报表统计分析功能，并开展

信息系统月报表发布工作。全省１３个省辖市、９８个县
（市、区）的具有精神障碍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及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均开设信息系统账户，并按相关要求开展

患者登记报告工作。各地按照相关要求，明确机构及人

员职责，组织开展相关培训，落实门诊确诊及出院患者

信息登记与患者发病报告工作，确保信息报告准确、及

时，系统运行安全。２０１６年全省无信息安全隐患及事
件发生。认真贯彻落实《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

规范（２０１２年版）》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规
范（２０１１年版）》，对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开展随访管
理工作。根据江苏省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统计，截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３０日，全省严重精神障碍在册患者
３１５５４１人，患者报告患病率３９６‰；其中２０１６年度在
管患者２９５６７０人，在册患者管理率９３７０％；在册患者
规范管理率８５４０％；在管患者服药率５８９９％。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下旬，开展２０１６年严重精神障碍管理

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督查，督查范围覆盖１３
个地市的１３个县（市、区），抽查１２家地市级及９家县
级精神卫生专业机构、２６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随机抽
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档案２４７份。督查内容包括：
各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对辖区内存在问题的分析

及具体整改落实情况；精神卫生专业机构门诊确诊患者

信息登记与分片包干管理责任制建设情况；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疑似患者主动发现、随访管理工作质量及部分患

者信息核实修正完成情况；各地项目办及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精防人员相关业务知识知晓情况等。

印发《关于贯彻以奖代补政策落实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监护责任的事实意见》，从２０１６年起，全面实施以
奖代补政策；从２０１７年起，有奖监护所需资金列入县
（市、区）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此外，明确奖补对

象、申报审批程序及标准，规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

人，在年内监护责任评估合格且被监护人未发生肇事肇

祸行为的，可以足额领取年度监护补贴，奖补标准为每

人每月不低于２００元。
继续在苏州市实施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

作，成立卫生计生、综治、公安、民政、人社、残联等相关

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组，积极指导苏州开展精神卫生综

合管理试点工作。苏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将试点工作纳

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探索精神障碍预防、治疗

和康复综合管理工作模式，提高全市精神卫生综合管理

工作水平。根据试点方案，省级工作组组织六部门分别

于７月份和１２月份对苏州市试点工作进行联合督导。
苏州市多次开展多部门联合督导考核，督导考核后下发

通报，对好的做法及时推广、发现的问题要求及时整改。

２０１６年８月６日苏州市下发《苏州市实施“以奖代补”
政策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的工作方案》，明

确有奖监护奖励对象及奖补标准，奖补标准为２２０元／
人／月，并通过民政福利彩票资金先行落实２０１６年姑苏
区、高新区、工业园区的奖补经费。同时，制订《苏州市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建设标准（试行）》，苏州市已建

成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６６家，覆盖６１个乡镇街道，
覆盖率为６２２４％。积极推进试点工作重点措施，苏州
市在新建的市广济医院设置强制医疗病区，解决肇事肇

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收治难题。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
日，苏州市严重精神障碍在册患者３９７７６人，报告患病
率（检出率）３７４‰，在管患者总数３６３４９人，检出患者
管理率 ９１３８％，规范管理率 ８５６９％，在管患者服药
率８１８５％。

（顾　华）

【全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９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决定授予南京
市玄武区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１１８个单位“江苏省
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汪振诚

等２００位同志“江苏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

（葛　均）

【全国结核病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等竞赛获奖者及援

助西藏开展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决
定表彰在全国结核病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全国寄生虫

病防治技术竞赛等竞赛中的获奖者以及在援助西藏开

展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工作中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

一、２０１６年全国结核病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获
奖者

（一）团体优胜奖

一等奖：江苏省代表队

（二）个人奖

１．个人总成绩优胜奖
二等奖：曾　谊（南京市胸科医院）
三等奖：曹顶贵（金湖县人民医院）

２．个人基础知识单项奖
唐佩军（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席向宇（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３．个人影像读片技能单项奖
曹顶贵（金湖县人民医院）

（三）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代表队

二、２０１６年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技术竞赛获奖者
（一）团体奖

一等奖：江苏省代表队

（二）个人奖

１．理论单项奖
二等奖：窦雪如（南京市栖霞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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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王允华（常州市武进区疾控中心）

２．技能单项奖
二等奖：刘剑峰（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三等奖：刘 松（徐州市疾控中心）

窦雪如（南京市栖霞区疾控中心）

３．综合奖
二等奖：窦雪如（南京市栖霞区疾控中心）

刘剑峰（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三等奖：刘 松（徐州市疾控中心）

王允华（常州市武进区疾控中心）

三、国家卫生计生委援藏包虫病流调工作表扬名单

（一）集体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二）个人

戴　洋（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杨佩才（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立新（南京市第二医院）

韩　浩（南京鼓楼医院）
栾　琳（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桥梁（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吕　剑（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徐　俊（苏州市中医医院）
吴桂花（苏州市吴中区人民医院）

周　峰（苏州市苏州科技城医院）
赵晓清（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　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邢　虎（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何义林（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　宁（泰州市中医院）
高文祥（泰州市人民医院）

（孙　超）

【爱国卫生工作综述】

一、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截至２０１６年，全省有
国家健康城市试点市３个、省健康城市试点市１９个，获
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健康城市联盟颁发的奖项３２个。一
是认真编制健康城市规划。全省１３个地级市和２１个
县级市初步完成健康城市规划编制。二是出台健康创

建标准。制订《江苏省健康社区（村）标准》《江苏省健

康单位标准》《江苏省健康家庭标准》和《江苏省健康镇

（县城）标准》，出台《江苏省健康社区（村）、健康单位

评审与管理办法》和《健康家庭评审与管理办法》。三

是加快行政推进力度。印发《关于推进健康城市健康

村镇建设的实施意见》，召开全省健康城市试点座谈

会，出台《省爱卫办关于开展健康城市试点工作的通

知》，确定１９个省健康城市试点市名单。四是扎实做好
健康城市评价。每年出资２０万元委托省社科院对全省
３４个城市的健康城市建设水平进行评价，推动全省健
康城市建设工作开展。

二、卫生创建工作。全省４个省级卫生城市申报国
家卫生城市，并全部通过国家暗访；本轮已申报４６个乡

镇（县城）为国家卫生乡镇（县城），且已通过社会公示；

新建成２个省卫生县城、４１个省卫生乡镇、６８１个省卫
生村。

三、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按照《全省城乡环境

卫生整洁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以完善城乡
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和长效管理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城乡

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水平垃圾污水处理、改厕等为重点，

持续深入开展整洁行动。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基本完
成全部村庄的环境整治，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９７％，
建制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９９％，建制镇生活污
水处理率达８３％，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达９９％，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达５０％，农
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达９８％，具备条件的县道实现
“田路分家”“路宅分家”，路面保持整洁、无杂物，边沟

排水通畅，无淤积、堵塞。

四、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全省１３个市、６４个县
（市、区）、８３１个乡镇、３７０９农村水厂均设置水质监测
点，全省城市水质合格率达９５５％，农村水质合格率达
８５５％，监测覆盖率、卫生学评价率、水质合格率位居全
国前列。一是部署水质监测工作。制订下发《２０１６年
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方案》，明确水质监测

工作目标、任务要求，指导全省开展水质的常规卫生监

测及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和卫生学评价工作。二是

实现城乡饮用水监测全覆盖。在城市饮水监测全覆盖

的基础上，为达到农村饮水监测无空白，争取省财政经

费，对全省农村水厂和全省８３１个建制镇均设置水质监
测点，在全国率先实现水质监测乡镇全覆盖。三是提升

饮用水卫生监测水平。重视饮用水监测能力提升，全省

１３个省辖市疾控中心均已具备１０６项水质指标检测能
力；６３个县（市、区）达到４２项水质常规指标检测能力。
同时，组织各地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技术培训，提升饮

用水卫生监测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四是加强水质监测

信息的反馈和通报。向各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通报２０１５
年全省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状况，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建议。每年监测城市水厂不少于４次，监测农村水
厂不少于２次，县级及以上城市饮水监测结果每季度向
社会公示。各市、县（市、区）每季度均在当地卫生计生

委网站上公示水质检测结果。

五、农村改厕工作。２０１６年全省共完成改厕任务
３４２２万座，完成年度任务率达 １００６５％。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全省累计新增无害化农村卫生户厕９３９１６万座，
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９７％，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８８％。一是加大行政推动。对照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
重要任务中对农村改厕的任务要求，迅速召开全省爱卫

办主任会议，在第一时间对２０１６年农村改厕工作进行
部署落实。二是组织项目申报。结合村庄环境整治、血

防改厕、卫生创建等工作，将３４万座改厕任务分解落实
到全省５２个县（市、区）、３９１个镇、１５００个村，确保农
村改厕任务落到实处。三是注重宣传培训。要求各地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改厕工作，并认真组织开

展改厕业务培训。据统计，全省各地共发放各类改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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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资料２４８万张（册），组织培训５８场，培训改厕技术
人员２３５０人次，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改厕人
员。四是积极筹措资金。共争取省财政资金２３０００万
元，６月下旬下达第一批改厕资金１６１２６５万元（占总
资金７０％）到各项目县，１１月中旬下达第二批改厕资金
６８７３５万元。五是加强督导考核。组织开展农村改厕
技术指导、中期督导；对各市、县（市、区）改厕进展情况

进行排序公布，有力地推进了农村改厕按序时进度进

行；完善农村改厕公示制度，在项目镇村张贴公示的基

础上，推进以县为单位农村改厕网上公示。

六、健康教育和控烟工作。一是开展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工作。推进全省健康促进示范区县建设工作，建

成首批１３个健康促进县（区），并继续启动第三批健康
促进县（区）２个国家、１３个省点建设工作。加强部门
合作，与江苏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在２０多家省
级机关部门开展健康教育知识巡展，广泛宣传健康教育

知识与技能，增强机关职工健康意识。同时，开展健康

素养和控烟监测工作。二是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印

发《省爱卫会关于开展爱国卫生月和健康教育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活动。爱卫月期间，全省共开展３７５０次健康教育宣传
活动，受众１６７７８５０人，组织专家巡讲３４３４场，受众
６６１２４３人，在报纸、广播、电视宣传报道７３４０次，发放健
康知识宣传材料３６２０５４５份，受众人数达５０５７３２１人。
三是继续做好公共场所控烟工作。下发《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公共场所控制吸烟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
通知》，进一步推进全省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５月
份，全省共出动检查员１２１１１人次，出动车辆４０２１台
次，检查１６１１２家单位，下达整改意见书２６４３份，处罚
单位６５家、处罚人员１６７人，处罚金额共计５２１３０元。

七、除害防病工作。印发《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做好春夏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迅速

开展汛期爱国卫生运动的紧急通知》，通过组织春夏季

爱国卫生运动和汛期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应对春夏季和

洪灾后传染病高发的形势。同时，遵循群众动手、以块

为主、条块结合、科学治理、分类指导和环境治理为主、

药械控制为辅的综合防制方针，组织各地开展病媒生物

防制活动，确保四害密度控制在全国爱卫会规定的标准

以内。修订《江苏省鼠、蚊、蝇、蟑螂控制考核鉴定办

法》，将病媒生物防制单项达标复审时间由五年改为三

年，实现与卫生城市复审周期的同步。对病媒生物防制

单项达标满三年的连云港等９个市和建湖县等２个县
进行复查，并重新命名。举办全省病媒生物防制培训

班，努力提高全省病媒生物防制队伍的工作水平。组织

各地开展主要病媒生物的密度监测和抗药性监测，指导

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工作。

（陈晓进）

【农村改厕项目绩效评估】　对全省２０１６年农村改厕项
目进行综合评估，选择苏南地区（南京、镇江）的六合区、

高淳区、句容市，苏中地区的高邮市、兴化市、通州区，苏

北地区的邳州市、金湖县、灌云县、泗洪县作为本次评估

试点县（市、区），对２０１６年全省农村改厕工作所取得的
卫生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

估。评估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全省农村改厕工作在卫生效
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个方面继续取得显

著成效，促进了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在卫生效益方面：一是农村改厕工作正按计划顺利

进行，总体质量好。至２０１６年，１０县（市、区）完成改厕
总数１４７３２５座。其中，完成三格式无害化厕所
１４５１２６９座，完成四格式生态厕所１６０５６座。２０个试点
村总户数２３８１７户，已完成改厕２３０８８户，改厕率
９６９％，质量符合率达９９８％，厕所完好率和正常使用
率９９５％。二是农村改厕工作防病效果明显。１０个县
（市、区）与２０１５年相比，甲、乙类传染病平均发病率下
降８９９％，总肠道传染病平均发病率下降１３７％，寄生
虫病平均感染率下降１３５％；儿童蛲虫平均感染率下
降１５６％。现场调查改厕村居民寄生虫病感染率
０１４％，对照村居民寄生虫病感染率０３８％，后者是前
者的２７倍。实验室卫生学指标检测结果，改厕村粪样
未检到血吸虫和寄生虫虫卵，对照村粪样仍有２户检到
寄生虫虫卵。

在环境效益方面２０个试点村通过改厕并结合新农
村建设使村容村貌有了根本性改观，绿化覆盖率高；村

口主要位置均设有垃圾箱进行垃圾收集，并有专人负责

管理；１７个村河道进行了清理，水质明显改善；外环境
及厕内、院内苍蝇较少见。未改厕的对照村容村貌较

差，尚有一定数量的露天粪坑（缸），有些村垃圾无专人

收集和处理，外环境及厕内、院内苍蝇较多，环境状况与

改厕村差距明显。三格式无害化厕所达到部分无害化

效果，四格式生态厕所达到基本无害化效果，保护生态

环境。

在社会效益方面：一是干部群众对农村改厕满意度

和积极性高。２０个试点村问卷调查村组干部和普通群
众８３８名，对农村调查改厕工作感到满意和认为非常必
要的８３６名，占９９８％；认为改厕后村容村貌和环境卫
生有明显改善的８３６名，占９９８％；访谈中干部群众一
致认为改厕好处多。１０个对照村问卷调查村组干部和
普通群众３９５名，要求改厕和支持进行改厕的３９２名，
占９９５％；对目前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不满意的 ３９２
名，占９９５％；许多干部群众要求尽快安排改厕。二是
改厕地区群众普遍接受健康教育。１０个县（市、区）利
用电视台、电台、宣传栏等大众传播平台宣传农村改厕

及相关健康知识，印发各种宣传材料近２９５万份，举办
培训班３０余次培训人员７０００余人次，在有农村改厕
任务的乡镇中小学校均开设健康教育课。在２０个试点
村发放农村改厕及相关健康知识的宣传材料６万余份，
户均超过２份。三是改厕地区群众相关知识知晓率提
高，形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本次在２０个试点村调
查乡村医生５０名、村民８３８名、中小学生６６９名，对农
村改厕及相关健康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 ９８０％、
８５２％、８８２％；有良好卫生行为习惯的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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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０％、８２１％、８７１％。１０个对照村调查乡村医生２０
名、村民２８４名、中小学生２７３名，对农村改厕及相关健
康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９００％、６８３％、７４７％；有良好
卫生行为习惯的比例分别为９００％、６４８％、７１８％。

在经济效益方面：一是改厕地区群众因血吸虫病、

肠道寄生虫病、肠道传染病的疾病负担明显减轻。２０
个试点村２０１５年因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病、肠道传染
病医药费用总支出２４０万元，平均０１２万元；２０１６年
总支出２００万元，平均０１０万元；平均下降１６７％。
１０个对照村２０１５年因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病、肠道
传染病医药费用总支出 ２２０万元，平均 ０２２万元；
２０１６年总支出 ２００万元，平均 ０２０万元；平均下降
９１％。改厕地区相关医药费用支出下降幅度明显高于
未改厕地区。二是农村改厕工作带动了相关消费，起到拉

动内需的作用。２０１６年，２０个试点村卫生实施（包括太阳
能热水器、淋浴器等）购买总费用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６２％，而
对照村卫生实施（包括太阳能热水器、淋浴器等）购买

总费用较２０１５年仅增长２１％，明显低于改厕地区。
（顾鹏程）

【命名一批 “江苏省卫生县城”“江苏省卫生镇（乡、街

道）”“江苏省卫生村”】　根据《江苏省卫生县城考核
命名及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卫生镇（乡）考核命名

及监督管理办法》和《江苏省卫生村核命名及监督管理

办法》，经考核评审和公示，命名睢宁县城、涟水县城为

“江苏省卫生县城”，命名南京市谷里街道、麒麟街道、

湖熟街道、淳化街道、江宁街道、横溪街道、汤泉街道、星

甸街道、永宁街道、东屏镇、桠溪镇，徐州市炮车街道、马

陵山镇、汴塘镇，南通市李堡镇、雅周镇、南莫镇、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长沙镇）、余东镇，淮安市保滩镇、陈桥镇、

银涂镇、蒋坝镇、兴隆乡、渔沟镇，盐城市陈家港镇、恒济

镇、溱东镇、梁垛镇、三仓镇、大桥镇、小海镇、刘庄镇、白

驹镇、草堰镇，扬州市甘泉镇，泰州市临城街道、沈伦镇、

珊瑚镇，宿迁市界集镇、太平镇等４１个镇（乡、街道）为
“江苏省卫生镇（乡、街道）”，命名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

道柏墅村等６８１个村为“江苏省卫生村”。
（顾鹏程）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组织开展全省居民
健康素养监测，在１３个设区市抽样调查１１２０５户家庭，
其中城市人口５６７４人，占５０６％，农村人口５５３１人，占
４９４％。男性５０８４人，占 ４５４％，女性６１２１人，占
５４６％，男女性别比为０８３∶１。

结果显示，２０１６年全省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１８８６％。其中：全省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
２０９％、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２７１％、基本技能素
养２９２％。按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４年末全省常住
人口７９６０万人为基数推算，全省１５０１２６万居民具备基
本健康素养。

全省居民对健康素养６６条近５６个健康素养知识
点评测指标正确认知度６５７％。其中，江苏省居民具
备６类健康问题素养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安全与急
救素养 ６５０％、科学健康观 ４３０％、健康信息素养
３３０％、传染病预防素养 ３２７％、基本医疗素养
１２４％、慢性病预防素养１００％。

全省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总体特征是：全省城乡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持续上升；全省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

于农村居民，差距幅度收窄；女性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

于男性；健康素养水平各年龄组间存在着差异；文化程

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不同职业人群健康素养水

平差异较大。

（张　璇）

【重新确认病媒生物防制单项控制达标先进城市（县

城）称号】　按照国家标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
类》（ＧＢ／Ｔ２７７７０－２０１１）、《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蚊
类》（ＧＢ／Ｔ２７７７１－２０１１）、《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
类》（ＧＢ／Ｔ２７７７２－２０１１）、《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蜚
蠊》（ＧＢ／Ｔ２７７７３－２０１１）及《江苏省鼠、蚊、蝇、蟑螂控
制考核鉴定办法》的规定程序和方法，经组织有关专家

考核复查，决定继续保留连云港市、高邮市、邳州市、新

沂市、常州市、镇江市、溧阳市、仪征市、丹阳市、睢宁县、

建湖县等１１个市（县）灭鼠、灭蚊、灭蝇、灭蟑先进城市
（县城）荣誉称号。

（顾鹏程）

医 政 医 管

【医政医管工作综述】　
一、推进医改重点工作。（一）加快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步伐。印发《关于开展基层转诊预约服务进一步

推进分级诊疗工作的通知》。落实国家高血压、糖尿病

分级诊疗技术方案，做好两病分级诊疗试点。建立分级

诊疗监测制度，印发《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定期报

送分级诊疗工作信息的通知》，制定２２项监指标，按季
度汇总了解各地进展情况。印发《江苏省胸痛、创伤及

卒中救治中心建设指南（试行）》，启动胸痛、创伤、卒中

省、区域、市三级救治中心建设工作。（二）积极推进纵

向医联体建设。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目标，推进

医疗资源纵向联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上下

联动机制，形成衔接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医联体建设

基本覆盖１２个地级市。推广江苏省人民医院与南京市
栖霞区人民政府开展“院府合作”的经验。全省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本都与二、三级医院建立稳

定的技术帮扶和分工协作关系，全省共建有医联体１８７
个。（三）加强城市公立医院运行重点监测指标及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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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控费指标监测。落实江苏省深化医改暨省级综合

医改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城市公立医

院运行重点监测指标月报制度的通知》及《国家卫生计

生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印发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开展城市公立医院运行重点监

测指标及公立医院控费指标监测。（四）继续推进疾病

应急救助工作。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

急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家《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

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等，会同财政、公安、民政、人

社等部门做好年度基金划拨工作，全省申报疾病应急救

助基金 ３８９２４万元，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稳步推进。
（五）加快发展社会办医。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梳

理前置审批事项，整合社会办医设置、许可等审批环节，

鼓励各类资本投资医疗保健领域。确保非公立医疗机

构与公立医疗机构在科研课题申报、职称晋升、重点专

科评审、医院评价等方面同等待遇，鼓励医师到非公立

医疗机构多点执业。配合省发改委启动实施社会办医

省级试点。全省新增社会办医疗机构６２９家，设置审批
并公示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３所。

二、积极推动医疗事业发展。（一）完善医疗服务

体系。印发儿童、急救医疗、康复、传染、护理、防盲治

盲、采供血等事业“十三五”建设发展规划。加强急救

医疗工作，完成院前急救立法项目课题，做好《江苏省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立法项目论证；举办江苏省院

前急救技能大赛，全省１３个地市的２５支代表队参赛。
加强康复医疗体系建设，印发《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康复治
疗师培训工作方案》，完成２７９名培训任务，成立儿童康
复培训专家组，明确培训机构，完成首届５３名儿童康复
治疗师培训。推进薄弱专科医疗事业发展，组织、指导

南京市儿童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申报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二）加强临床专科服务能力建设。公布

２０１５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评审结果，安排２０１６年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专项经费补助。（三）深化城乡医院

对口支援。做好省内对口支援，组织省内部分三级医院

对口支援宿迁第一人民医院，支持乡镇卫生院特色科室

建设，开展晋升职称人员下基层核查，未完成下基层任

务的人员不予晋升高级职称。落实对口支援陕西、西

藏、组团式援疆任务。（四）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全

省已有无锡市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阴市

人民医院等３家医院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达到５级，６４
家医院自评达到４级，１２７家医院自评达到３级。组织
制定《江苏省医疗服务综合监管系统功能规范（试

行）》，启动医疗服务综合监管系统建设。

三、持续改善医院服务。（一）加强医疗服务管理。

印发《江苏省２０１６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计划重点工作实施方案》，推进预约诊疗、日间手术、

多学科联合诊疗、院前院内急救衔接、医疗质量管理、优

质护理服务、发挥信息优势、急慢分治管理、发挥中医特

色优势、促进医患和谐等１０项重点工作。全省共有近
４００家医疗机构连线省预约平台，省预约平台注册用户

约２６８３万，预约总量约３１２１万人次，预约成功率达
９７２３％；２２１家医疗机构实行分时段预约。４９２家医疗
机构开展志愿者医院服务，２５２家医疗机构开展社工服
务，志愿者总数达１４３６万人。５５２家医疗机构开展检
验检查结果互认，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约４４亿元。近
１６０家医疗机构开展日间手术工作，共实施日间手术
７３７万例。２３０家医疗机构推行疾病、症状多学科联合
诊疗（ＭＤＴ）模式，包括脑血管疾病、甲状腺疾病、肺癌、
胃肠道肿瘤、发热待查及重症医学等。充分发挥信息化

作用，开发电子排队叫号、电子屏信息公示、自助挂号缴

费、自助查询检验检查结果、自动摆药、移动查房、移动

护理等功能，进一步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制定《江苏省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落实情况暗访检查细

则（２０１６年）》，对８家委直属医院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落实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医

政管理学院对中国医科院皮肤病医院、省人民医院、南

京市妇幼保健院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效果进

行第三方评估。（二）继续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全省所

有三级医院（含中医院、专科医院）均开展“优质护理服

务”，优质护理服务病房总数达 ３４６５个（Ａ类病房
１５６７个），优质护理服务病房覆盖率为９９７％，１３９所
三级医院覆盖所有病房。９５４％的二级医院开展优质
护理服务，优质病房总数达２３７８个（其中Ａ类病房７４６
个），平均优质护理服务病房覆盖率为９０９％。加强护
理队伍能力建设，开展护理管理人员岗位培训，１５个专
业、３５个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培训７５７名专科护士。组
织全省３２所三级医院、１１所二级医院护士临床工作能
力抽考。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患者满意度第三方评价。

组织开展“５．１２”护士节宣传活动。（三）做好医疗救治
工作。全力救治阜宁“６．２３”罕见龙卷风灾害伤员，第
一时间组织省和国家２５名专家赴盐城阜宁、射阳指导、
参与医疗救治，制定救治方案，明确救治职责，建立会

诊、巡诊、驻点诊治、远程指导等多种模式，完成医疗救

治任务。继续做好昆山后续救治康复工作，组织专家巡

诊，根据需要组织专家会诊。

四、加强医疗服务监管。（一）加强人员准入管理。

做好２０１５年医师资格考试通过人员发证注册工作。完
成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审核、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

试工作，推进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苏州考点中医类

别苏州市立医院基地创成国家级中医类别实践技能考

试及考官培训基地。调整充实全省实践技能考试首席

考官，加强考官培训、过程巡视，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对江

苏考区及１３个考点考试组织工作进行全程督导，对江
苏省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及计算机化考试试点

组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全省新增首次注册医师（包

括执业助理医师）１２０７４人，注销１０１９人，吊销１人，备
案４４５人，各类医师注册变更１０５９１４人次。加强医师
日常管理，强化医师定期考核制度、医师变更（包括执

业地点、执业范围）制度落实。新增医师多点执业１２１７
人次。根据《省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权力事

项和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要求，除省卫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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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委直属医疗机构、其他部省管三级医疗机构外，其他

医疗机构的医师注册和管理权限均下放至设区市。加

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修改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要求，取消医疗美容主诊医

师，做好下放衔接，开展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严格

护士执业准入与管理。（二）加强医疗机构监管。规范

医疗机构准入管理，印发《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已下

放部分行政审批权力等事项接收工作的通知》，累计共

下放１０３家医疗卫生机构的执业验收、登记校验等权力
事项，指导并适时跟进各市机构接收工作。及时完成医

疗机构设置审批、校验、变更、注册等。加强医疗机构日

常监管，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督导检查，对全省

医疗机构科室外包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坚决制止科室

租赁承包等行为。加强医疗广告监管，加大医疗广告整

治力度，打击违法违规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各地审查

出具医疗广告证明３３０件，监测各类媒体发布医疗广告
４万件，移送工商行政部门查处１０７件；举办全省医疗
广告审批监管培训班。（三）加强医疗技术监管。做好

取消第二、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审批后事中、事

后监管，１００多家医疗机构提交《江苏省〈限制临床应用
的医疗技术项目（２０１５版）〉及第二类医疗技术项目备
案表》，依托各专业省级质控中心对三级医疗机构医疗

技术临床应用情况进行质量控制和评估。加强自体免

疫细胞等重点技术管理，下发《关于开展自体免疫细胞

治疗技术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开展全省自体免疫细

胞治疗技术自查清理，委托省卫生监督所开展专项督

查。加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严格审核活体器官移

植，及时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关

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等，推动人

体器官捐献和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转发《国家卫

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人体器官移植医师培训与认定管理

办法等有关文件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人体器官移植医

师管理。（四）稳步推动医院复核与评审工作。完成１２
所三级医院复核、２７家三级医院评审。（五）加强医疗
服务质量管理。加强明察暗访，制订《江苏省部分医疗

核心制度暗访检查细则（２０１６年）》，对８家委直属医院
进行明察暗访；组织对全省５９家三级医疗机构和１家
委直属二级综合医院病历处方质量、“三合理规范”执

行情况、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临床路径管理等专项检查，

促进医疗机构持续改进医疗质量。推进临床路径管理，

提高临床路径管理质量和水平，全省约３８０家医疗机构
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实施病种数累计 ２２４万个、病例
１０８４９万例，平均完成率达８３％。加强质控中心管理，
根据考核结果评选出１３个优秀省级质控中心；新增病
案质量管理、医疗设备器械管理、医用高压氧等３个省
级质控中心，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共成立４３个省级质控
中心，２４０个市级质控中心。开展《医疗质量管理办法》
宣贯，举办专题培训，推动落实。（六）加强医院感染管

理。加强专职人员队伍建设，印发《省卫生计生委办公

室关于成立江苏省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专家组的通

知》，撤销“江苏省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其职责由“江

苏省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专家组”履行；举办“江苏省

感控医师临床研修项目”，开展相关培训，提高院感队

伍能力和水平。做好 ＩＣＵ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开展
《江苏省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实施情况评估。做好国家卫生计生委“终末期肾

病患者腹膜透析治疗可及性及其基层管理模式探索项

目”结题工作，１６所项目医院共计完成入组病例１２１５
例（其中８所县医院完成６０１例），数量、质量在全国试
点各省中位列前茅。组织重点高危部门专项督导。落

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血液净化中心（室）质量

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组织对全省６５家医疗
机构血液透析质量安全管理飞行检查。（七）加强药事

和临检管理。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强化落实抗

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做好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目录审核备案工作，加大门诊、急诊抗菌药物静脉使用

管理力度，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除
儿童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联

合省发改委等１２个部门转发《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
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成立联合工作组，明确部门分
工和工作要求。推进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室）建设，建

立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室）分段式验收模式，得到

国家卫生计生委充分肯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加

强临床药师队伍建设，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专业委员会委托江苏省自主开展国家级临床药师培训。

加强临床检验管理，开展《江苏省医院检验科建设管理

规范》落实情况专项检查调研。（八）加强血液管理。

推进无偿献血，实现全省无偿献血人次和献血量“双增

加”，基本满足医疗用血需求，继续保持无偿献血三个

１００％。再次被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评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无偿
献血先进省”，１３个设区市均被评为“无偿献血先进
市”。加强采供血机构建设，启动第七周期采供血机构

技术审查、开展单采血浆站执业周期评审，核发《单采

血浆站执业许可证》。加强临床用血管理，修订印发

《江苏省加强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工作方案（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举办第二期苏北片区二级以上医院输血科
主任培训班。

五、推进行风建设。（一）落实行风工作责任。调

整行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落实“谁主管、谁负

责”“一岗双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行风建设主

体工作责任，确保行风建设责任落到实处。（二）强化

思想教育。贯彻落实《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和

《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将其纳入考核考

评、教育培训等。通过举办卫生系统先进事迹报告会等

形式，加大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力度，开展刑法和刑法

修正案（六）、（九）等法律法规教育、警示教育，不断增

强从业人员“不敢腐”的意识。（三）强化监督管理。加

大《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纪违规问题调

查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纪律、制度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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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一步完善处方点评制度，落实药品用量公示和超

常预警机制。推进临床路径管理，落实“三合理规范”，

开展专项检查。将医德考评结果纳入医师定期考核范

围。完成江苏省肿瘤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东

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大型医院巡查

工作。推行院务公开，全面落实“三公开”。加强对疫

苗接种、计划生育证件办理、奖励扶助制度落实、社会抚

养费征收、病残儿鉴定、计生药具发放和项目资金使用

的监督管理。对全省１３９所三级医院出院患者满意度
开展第三方机构调查评价，全省综合满意度平均值为

９３７３％。（四）强化治理商业贿赂。召开全省推进全
省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工作视频会议，组织对全省医

疗机构开展高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管理开展专项督查。

深入推进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采购工作，不断完

善工作机制，规范采购行为。严格统方管理，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全部安装防统方软件。认真查处职责范围内违规

违纪的各类行风案件。“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

件”发生后，对涉案１２个单位和２４名人员进行党纪政纪
处理，个别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部门。（五）认真处理各

类信访工作。及时处理各类信访投诉，做到件件有落实、

事事有回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六、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一）强化平安医院

创建联动机制建设。印发《深入推进平安医院创建工

作方案》，明确新一轮平安医院创建目标、工作重点和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调整省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协调小

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制订《江苏省平安医院考核评价

标准（２０１６年版）》，对全省２５家三级医疗机构进行平
安医院创建工作考评。全省二、三级医疗机构“平安医

院”达标率分别为７８％和８４％。（二）开展打击涉医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会同省综治办等 ９部门制定印发
《江苏省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１年的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加强与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密切协作，

对医闹、暴力伤医案件实行“零容忍”。全省公安机关

现场依法制止医闹事件３５０起，抓获涉医违法犯罪嫌疑
人４５０余名，其中治安处罚４０１人、刑事处罚４９人。深
入开展涉医矛盾纠纷调查摸排，及时发现化解，预防和

遏制各类涉医案件发生。（三）加强医院内部安全防范

工作。会同省综治办、公安厅、司法厅转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作通知》，指导全省医疗机构加

强内部安全防范建设，安防系统达标率９１４％，重点区
域、重点部门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３５３家二级以
上医院建立的应急报警装置与公安机关联网。会同省

公安厅联合举办全省医患纠纷预防处置及舆情应对培

训班。完善警医联动机制，大力推动警务工作前移，协

调公安机关在医疗机构设立驻医警务室８２５家，派驻民
警９７９名，实现三级医院警务室全覆盖，二级医院覆盖
率８１％。修订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强化日常技能
训练和应急演练，全省医疗机构开展安全防范培训演练

２５８６次。（四）推进“三调解一保险”长效机制建设。
认真落实《医院投诉管理办法》，全省二级以上医院均

设立投诉管理部门，配备专职人员１０８９人，落实“首诉
负责制”，全省医疗机构共受理各类医患纠纷投诉７９４２
件，院内调解处理３９９０件，从源头上妥善化解医患矛
盾。稳步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体制机制创新，搭建集

咨询、受理、调查、调解、理赔于一体的“一站式”医疗纠

纷调处服务平台，全省县级以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共９９家，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全覆盖。调处
医疗纠纷２８１０余起，调解成功率９５１％。继续推行医
疗责任保险工作，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参保率 ９６６％，
３０５家医疗机构建立医疗风险互助金制度，５１５家医疗
机构推行医疗意外险，基本实现一级以上公立医院医疗

风险分担机制全覆盖。（五）积极推进法治化规范化建

设。完成《江苏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审议。规

范医疗损害鉴定。（六）加强特殊人群管控。组织开展

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治疗情况调研，会同省

综治办等６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调整肇事肇祸精神障
碍患者强制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强

制医疗程序和政策保障，做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应送尽

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控尽控，全年各定点医疗机

构共收治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８１人，经会诊解除
治疗４人。贯彻省综治委有关以奖代补落实监护人责
任的文件精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肇事肇祸的发生。

七、做好其他综合服务工作。印发《进一步加强老

年人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加强老年人医疗服务保

障。扎实开展防盲治盲工作，开展“复明３号防盲车助
残扶贫光明行动”，与省残联联合开展贫困白内障免费

手术２９３万例，举办全省防盲治盲工作培训班。推动
军民融合式发展，制订《２０１６年军民融合式发展工作要
点》、印发《关于做好军地医疗卫生融合式发展工作通

知》，指导军地医疗卫生机构采取多种方式资源共享、共

同发展。做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作，落实《２０１５年度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技术方案》，筛查和干

预项目人群５８０６１例，圆满完成２０１５年度项目任务，徐
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京鼓楼医

院、南京第一医院、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北人民医院

等６所医院被国家脑防委确认为高级卒中中心，南通大
学附属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被确认为高级卒中

中心建设单位。做好残疾人医疗服务、征兵体检等工作。

（张金宏、朱春燕）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２０１６年，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６０％，基层医师人均日诊
疗达到１４人次，比医院医师高出４人次；全省８６％的新
农合住院患者在县域内治疗（其中最高的县达到

９７％），基本接近国家提出的县域内就诊率达到９０％左
右的医改目标。一是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推进城市大

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纵向医联体，推行“院府

合作”模式。建立城乡对口支援财政补助等保障措施，

实现城乡对口支援全覆盖。二是构建重大疾病分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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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系。推进胸痛、创伤、卒中、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

儿“五大救治中心”建设，出台建设指南，建立健全心脑

血管疾病等分级预防、筛查、高危人群干预、诊断、治疗、

救治体系和机制，实现上下联动、多学科协作的无缝衔

接。三是大医院专家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建立全省

统一的转诊预约通道，城市大医院２０％以上的专家号
源留给基层医生，基层首诊患者能优先、便捷地享受到

专家诊疗服务。四是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

面推进示范乡镇卫生院建设，城乡联动培育基层特色科

室；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和基层卫生人才

“百千万”提升计划；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开展

中医药服务。五是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统一签约

服务规范，９０％的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人群签约率达３２１４％。六是发挥信息化的
支撑作用。建成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建立区域影像、心

电、检验等中心，开发“健康卡云卡”支持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启动医疗服务综合监管系

统建设。

（赵莉萍）

【医疗机构执业管理】　（一）规范医疗机构准入管理。
印发《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已下放部分行政审批权

力等事项接收工作的通知》，下放１０３家医疗卫生机构
的执业验收、登记校验等权力事项。完成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校验、变更、注册等工作，依法审批、规范管理，组

织对部分超校验期的医疗机构进行现场验收，注销诊疗

科目２个，规范诊疗科目设置３个，完成省管医疗机构
校验１５所、变更登记２６次、执业注册（再注册）１２所。
（二）加强医疗机构日常监管。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

一年的医疗卫生机构依法执业监督管理督查工作，以规

范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科室运行与管理以及医疗技术临

床应用为重点，对各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部分医疗卫

生机构进行督导检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全省医院

科室外包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坚决制止科室租赁承包

等行为。组织对全省卫生监督员、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

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高　鹏）

【加快发展社会办医】　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社会办医的政策措施，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梳

理前置审批事项，整合社会办医设置、许可等审批环节，

鼓励各类资本投资医疗保健领域。落实《江苏省社会

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投资指引（２０１５年版）》，印制江苏省
社会办医文件汇编，做好相关政策解读，引导社会资本

举办康复、护理等医疗机构。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

立医疗机构在科研课题申报、职称晋升、重点专科评审、

医院评价等方面同等待遇，鼓励医师到非公立医疗机构

多点执业。配合省发改委实施社会办医省级试点评审

工作，全省５个市、县（市、区）和６所医院参加试点评
审。全省新增社会办医疗机构６２９家；设置审批中外合
资合作医疗机构３所。

（高　鹏）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管理】　公布２０１５年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评审与复核结果，新确认８７个专科为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２９个专科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加大专科建设经费投入，省财政安排６０００万元用于省
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优先奖励扶持精神、传染、儿

童、急诊、病理、重症、神内、烧伤整形等薄弱（弱势）专

科建设，促进全省薄弱专科的建设发展。全省共有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５５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４２０个。

２０１５年新确认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名单
医院名称 专科名称 学科带头人

江苏省人民医院 儿科 胡毓华、周国平

皮肤科 鲁　严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医学影像科居胜红、邓钢

泌尿外科 陈　明
呼吸内科 朱晓莉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科 陈仁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放射治疗科 周菊英

病理科 郭凌川

耳鼻咽喉科 刘济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小儿心血管内科 严文华、吕海涛、孙　凌
小儿呼吸内科 季　伟、郝创利
医学影像科 盛　茂、郭万亮
小儿传染科 田健美、孔小行、周卫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骨科 董启榕、沈忆新、王培吉

麻醉科 谢　红、王琛急
诊医学科 刘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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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称 专科名称 学科带头人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烧伤整形外科 张　逸
重症医学科 赵宏胜

风湿免疫科 达展云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袁国跃

血液内科 朱　彦
神经内科 于　明
呼吸内科 郑金旭、李　坚
◆儿科 卢红艳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疼痛科 曹君利、申　文
放射治疗科 章龙珍

病理科 刘　慧、周秀萍
南京鼓楼医院 肾脏内科 张　苗

传染科 吴　超
老年医学科 丁从珠、王　春、胡　云

南京市第一医院 药剂科（药学部） 谢红光、朱余兵

消化内科 张振玉

南京市儿童医院 新生儿外科 唐维兵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产科 丁虹娟

南京市第二医院 妇产科 韩国荣、余敏敏

普通外科 易永祥

肿瘤科 郑勤、张全安

南京市江宁医院 ◆呼吸内科 张秀伟

无锡市人民医院 肾脏内科 孙铸兴

普通外科 王　彤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 冯宁翰

麻醉科 胡毅平

骨科 朱国兴、杨玉生

◆肿瘤科 赵　帆，缪建华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心理科 程灶火、王国强

徐州市中心医院 医学影像科 李德春

骨科 马　超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口腔科 万延俊

徐州市儿童医院 小儿神经病科 刘晓鸣

小儿普通外科 曹　慧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心血管内科 祁春梅、武维恒

苏州市立医院 医学影像科 许建铭、沈利明、陈双庆

放射治疗科 吴锦昌

◆重症医学科 吴允孚

苏州市传染病医院 肝病科 朱传武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骨科 张兴祥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刘宁、王大明

神经内科 吴　坚
常州市儿童医院 新生儿科 屠文娟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妇科 施如霞

◆普通外科 秦锡虎，汤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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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称 专科名称 学科带头人

苏北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张恒柱、王存祖

肾脏内科 徐道亮、刘昌华

风湿免疫科 张　育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张新江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孙晓阳、丁涟沭

心胸外科 徐克平

内分泌科 陆卫平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肾脏内科 郑东辉

急诊医学科 杜叶平

血液内科 张彦明、吴德沛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小儿普通外科 李　炳
泰州市人民医院 骨科 张文捷

◆医学检验科 林　梅
泰兴市人民医院 ◆妇科 杨纪实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科 陈　平
医学影像科 徐高峰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 蒋丹斌、单际平、王福生

医学检验科 居会祥、孙明忠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尹德录

呼吸内科 李家树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科 蒋　华
◆神经内科 姜建东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学检验科 曹兴建

南通市肿瘤医院 放射治疗科 蔡　晶、吴志军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张国辉、芮　涛

◆重症医学科 金兆辰

　标注◆为建设单位复核确认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仇晓明）

【县医院能力建设】　一是加强指导。转发国家卫生计
生委印发的《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和推荐标

准》，要求各地指导所辖县医院根据各自功能定位，不

断加强综合能力建设，按阶段全面实现建设目标。二是

加大投入。通过开展省、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工作，

引导各县级医院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导向，不断加强县级

医院专科能力建设。划拨３６２０万元支持３６家县医院
共１４４个专科建设工作，采取引进、培养、提高待遇等措
施，提升县医院人才队伍数量和素质，为提升县医院综

合服务能力夯实基础。三是建立对口支援长效机制。

制订２０１６年对口支援计划，坚持分级对口支援制度，加
大对县级医院支援力度，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协作关

系，派出专家定期赴县级医院坐诊、查房、会诊、手术、培

训，为县级医院提供医疗技术支持，指导县级公立医院

加强管理规范化建设，引导县医院提升技术水平和服务

能力。四是放宽技术准入限制。以国家和省医疗技术

管理规范作为标准，引导县级医院加强技术能力水平建

设，积极引进开展填补县域空白的适宜技术，方便农村

居民能在县域解决部分疑难病症。全省符合条件开展

心脏介入技术限制类医疗技术的县级医院在全国是最

多的。五是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省市县三级卫

生信息综合平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规范化、

远程医疗系统建设，依托信息化手段促进县医院医疗服

务的提升。

（仇晓明）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印发《江苏省２０１６
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实

施方案》，进一步推进预约诊疗等１０项改善服务重点工
作。（一）深化预约诊疗服务工作。全省近４００家医院
对接省集约式预约诊疗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省预约平

台），省预约平台注册用户２６８３万，总计预约３１２１万
人次，预约成功率达９７２３％。基于省预约诊疗平台，
开发统一支付平台，泰州、常州等地组织所属二、三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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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整体接入。印发《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基层转诊

预约服务 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工作的通知》，启动基层

转诊预约通道建设工作，将城市大型医疗机构不少于

２０％的专家号源，向提供首诊和签约服务的城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县（市、区）级医疗机构等提前优先开放。

（二）推进医务社工服务。全省共有４９２家医疗机构开
展志愿者医院服务工作，２５２家医疗机构开展社工服务
工作，志愿者总数达 １４３６万人，其中院内志愿者约
１１２１万人，社会志愿者约３１万人。（三）推进检验检
查结果互认。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５５２家医疗机构
开展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工作，共计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

约４４亿元。（四）开展日间手术，提高服务效率。继
续扩大日间手术病种和覆盖面，制定日间病房病历及日

间手术记录模板，做到全省统一。２０１６年统计结果显
示，全省近１６０家医疗机构开展日间手术工作，其中建
立日间手术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医疗机构有１２４家，制
订并向社会公开《日间手术病种和技术目录》的医疗机

构有８４家，共实施日间手术７３７万例。（五）进一步发
挥信息优势。积极推进各地、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进

程，在推动区域信息平台建设的同时，引导各医疗机构

加快本单位信息化建设进程，积极发挥信息系统在医疗

服务、医疗管理、患者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全省有３家
医院（无锡市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阴市

人民医院）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达到５级，４５家医院自评
达到４级，１８４家医院自评达到３级。启动“江苏省医
疗服务综合监管系统”建设工作，探索应用信息化手段

提升医疗服务综合监管效率。（六）坚持持续改进。在

全省开展“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落实情况自

查评估工作，自查评估范围包括１３个设区市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及所有三级医院。制订《江苏省医疗卫生系

统“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落实情况暗访检查

细则（２０１６年）》，对８家委直属医院工作落实情况进行
明察暗访，通报结果，督促持续改进。（七）加强宣传引

导。以“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为主题，在《新

华日报》进行护理服务专版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进一步推动落实改善服务各项举措。在国家卫生计生

委、《健康报》评出的２０１６年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榜
单中江苏有１家医院护理工作被评为改善医疗服务十
大亮点之一、１６家医院被评为年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
院、４家医院相关岗位被评为优质服务岗、１０家医院院
长被评为优秀管理者。

（仇晓明）

【医院评审】　一是加强省级评审员队伍建设。依托
２０１６年三级医院复核与评审工作，以理论授课和实地
带教两种方式，培训省级评审员约２８０人次。二是制订
评审计划。下发《省卫计生委办公室关于２０１６年三级
医院评价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对全省２０１６年评审工
作进行部署和安排。三是实施复核和评审工作。依据

相关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完成１２
家三级医院复核和２７家三级医院现场评审工作。

全省共有三级医院１１７家，其中６６家三级综合医
院（３３家三级甲等，１８家三级乙等，１５家未定等）；４１
家专科医院（１２家三级甲等，１１家三级乙等，１８家未定
等）；１０家妇幼保健院（１０家三级甲等）。

（仇晓明）

【执业医师管理】　做好２０１５年医师资格考试后续工
作。根据国家医学考试中心２０１６年初公布的名单，全
省共计１０２３８人通过医学综合笔试，其中执业医师
８１４８人（临床类别６２８７人，口腔类别２９４人，公卫类别
２５２人，中医类别１３１５人），综合笔试通过率６８１８％，
比上年提高２８个百分点；执业助理医师２０９０人（临
床１７７５人，口腔７１人，公卫１０人，中医２３４人），综合
笔试通过率４７３３％，比上年提高７６个百分点。实现
每千人医师数增长０１３人。

完成２０１６年医师资格考试工作。认真做好报名资
格审核工作。结合往年审核情况，进一步梳理《医师资

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２０１４版）》中政策模糊、解读口径
不一致及政策空白的情况，明确完善审核要点，指导各

市考点做好报名资格审核工作。通过县、市、省三级审

核，全省２０１６年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２３４５１人，市级
审核通过２０４５９人，省级审核通过准予考试２０４１９人，市
级审核水平不断提高，省级审核不通过数量逐年下降。

积极推进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苏州考点中医类别苏

州市立医院基地创成国家级中医类别实践技能考试及

考官培训基地，全省现有国家级基地７个。部分市不断
加强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积极申报参加国家级基地

创建。调整充实全省实践技能考试首席考官。全省共

１９２４７人参加实践技能考试，通过１６７０７人，总通过率为
８６８０％，共查处违纪考生８人。同时，作为国家医学考
试中心确定的公卫、口腔类别医学综合笔试计算机化考

试试点省份，全省考区及各市考点均做好计算机化考试

试点各项工作。

做好医师注册管理工作。根据全国医师注册管理

信息系统统计数据，全省新增首次注册医师（包括执业

助理医师）１２０７４人，注（吊）销及执业备案１４６５人，各
类医师注册变更１０５９１４人次。全省在册医师２３９６４４
人，其中执业医师１９４８３７人、执业助理医师４４８０７人。
全省新增医师多点执业１２１７人次。

加强医师日常管理。根据《省政府关于取消下放

行政审批等权力事项和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的通

知》要求，下放注册在除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医疗机构、

其他部省管三级医疗机构外，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师的注

册和管理权限，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梳理和明

确医师管理各项要求，从制度上把好医师日常管理关，

强调医师定期考核制度、医师变更（包括执业地点、执

业范围）制度以及医疗机构依法上报制度的落实，指导

并监督各市在医师管理过程中相关政策制度的落地，确

保全省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法管理医师。

加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推进全省医疗美容

主诊医师准入培训教材《医疗美容基础与临床》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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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修改《医疗美容服务管理

办法》要求，取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认定准入，做

好后续工作的衔接工作。

（高　鹏）

【无偿献血】　２０１６年，全省接受无偿献血 ９７６万人
次，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３３万人次；血液采集总量１５４７万
单位，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４５万单位，实现全省无偿献血人
次和献血量“双增加”。全省无偿献血工作基本满足医

疗用血需求，继续保持无偿献血三个１００％。开展形式
多样的无偿献血宣传。以第１３个“世界献血者日”宣
传为契机，围绕“血液连接你我”的主题，开展无偿献血

宣传活动。召开全省无偿献血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通

报全省无偿献血工作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和亮点，新华

日报、健康报、江苏卫视、人民网等２０余家主流媒体参
加新闻通气会。全省无偿献血工作情况在全国血液工

作会议上进行大会交流。

开展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和个人奖项推选工作。根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关于统计报送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单位和个人有关情况的通知》，全省共推荐

无偿献血个人奖金奖４１０３名、银奖４２１０名、铜奖１２６０１
名；单位促进奖单位奖１０个、个人促进奖５个、特别促
进奖５个。全省连续两次被授予“无偿献血先进省”，
全省１３个市均被授予“无偿献血先进市”。

（高　鹏）

【对口支援】　省内对口支援。制订２０１６年对口支援
计划，确定目标任务和完成的时序进度，加强督促协调，

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下派２７５０名医务人员帮助基层
工作，诊疗５６万人次，开展手术６７００台，开展新技术
３１０项。下发《关于组团支援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的通知》，召开组团支援宿迁一院启动会议，省属及部

分市三级甲等医院首批派出２０名专家支援宿迁第一人
民医院。下拨 ２０１６年省管医院对口支援经费 ４００万
元。开展晋升职称人员下基层核查，对６６名未完成下
基层任务的人员不予晋升高级职称。

省际对口支援。与陕西省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

《关于江苏省三级医院对口帮扶陕西省相关医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的通知》，３６家三级医院１６５名医务人员
对口支援陕西省３５家县市级医院，其中包括２２个国家
级贫困县县医院。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要求，省内

４家三级医院１９名专家对口支援西藏４家县医院，明
确工作机制，召开启动仪式，完成国家对口支援任务。

（张炳新）

【全省三级医院２０１６年运行情况】
一、医院发展情况

三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８８９００张，实际开放１００１８４
张，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２７８％、８７１％。５１所三级
专科医院编制床位２９９７０张，实际开放２９０５７张，比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１０６９％、９４８％。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职工总人数１６９０８８人，比上年同期

增长５３１％。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职工总数１３０５４０人，
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８２％。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职工总数
３８５４８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９０％。人员病床比例
１∶０７６（有５７所三级医院≥１∶０７６）。职工中卫技人
员１４６４１１人，占８６５９％；其中，高级职称２６０３３人，占
卫技人员总数的７５０％；高、中、初级卫技人员比例为
１∶１６∶２９。医师５０５２６人，护士７７１００人，医师与护
士的比例为０６６∶１，护士数比上年同期增长６３５％。

二、医院工作量和工作效率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共完成诊疗总人次１０９８９７９万人
次，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２９％；门诊诊疗总人次９７５１０３
万人次、急诊总人次１２３８７６万人次、出院患者总人次
５０８３８万人次、出院患者手术总例数１８０２２万人次、病
房危重患者比例占 ６２８％，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２２％、４８１％、１３３２％、１６９８％、０２０％。６６所三级
综合医院共完成诊疗总人次８５７８８６万人次，比上年同
期增长４７５％；门诊诊疗总人次７５８５７万人次、急诊总
人次９９３１５万人次、出院患者总人次４１４７４万人次、
出院患者手术总例数１５３４０万人次、病房危重患者比
例占 ７０９％，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９％、６０２％、
１４１３％、１６１６％、０３８％。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共完成
诊疗总人次２４１０９３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７８％；
门诊诊疗总人次２１６５３万人次、急诊总人次２４５６１万
人次、出院患者总人次９３６３万人次、出院患者手术总
例数２６８２万人次、病房危重患者比例占２７２％，分别
比上 年 同 期 增 长 ３０４％、０５５％、１０９５％、下 降
１０８７％、０６５％。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平均每一职工完成诊疗人次达
６９３８８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５４９％。６６所三级综合
医院平均每一职工完成门诊诊疗人次６９８７７人次，比
上年同期降低６８０％；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平均每一职
工完成门诊诊疗人次达６７７０７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０％。１１７所三级医院职工人均出院人次为３１６３人
次，比上年同期增加０９２人次。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职
工人均出院人次为３３３１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０６３
人次；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职工人均出院人次为 ２５８５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４３人次。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中，江苏省人民医院在诊疗总人

次、门诊总人次、病房危重患者数、病房危重患者比例中

均列第一，分别达３９６３６万人次、３７４９１万人次、２９６
万人次、２１２８％。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职工年人均诊疗
人次列前５位的是：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昆山市第一
人民医院、江苏盛泽医院、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和丹阳

市人民医院。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职工年人均诊疗人次
列前５位的是：南京市口腔医院、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南
京市儿童医院、江苏省口腔医院和连云港市妇幼保健

院。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职工年人均出院人次列前５位
的是：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

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海安县人民医院和张家港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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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职工年人均出院人次列
前５位的是：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
徐州市儿童医院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和南京市妇幼保

健院。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出院患者手术总例数列前
５位是：海门市人民医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徐州
矿务集团总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南京同仁医

院。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出院患者手术总例数列前５位
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南京市儿童医院、常州市妇幼保

健院、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和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１００７９％，比上年同期
下降０５６个百分点。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为１０１６２％，
比上年同期上升０１２个百分点；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为
１０１０５％，比上年同期下降３６３个百分点。６６所三级
综合医院病床使用率列前５位的是：无锡市第二人民医
院（１２８５６％）、泰州市人民医院（１２５０３％）、东台市人
民医院（１２４７９％）、徐州市中心医院（１１９４５％）、邳州
市人民医院（１１９０４％）。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病床使用
率列前５位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１３８２８％）、镇江市
精神 卫 生 中 心 （１３５４８％）、淮 安 市 肿 瘤 医 院
（１２６５５％）、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１２３７７％）、南通市
妇幼保健院（１１５０９％）。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９３１天、出

院手术患者术前平均住院天数２２５天，分别比上年同
期缩短０４６天、００９天；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出院者平
均住院日为８９１天，出院手术患者术前平均住院天数
为２４１天，分别比上年同期缩短 ０４４天、０１０天；５１
所三级专科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１１０８天，出院手
术患者术前平均住院天数为２０３天，分别比上年同期
缩短０４８天、００６天。择期手术患者住院３天手术率
为７７６２％，比上年同期下降０８１％；６６所三级综合医
院平均为７７９３％，比上年同期下降０７２％；５１所三级
专科医院平均为７５９４％，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３４％。
病床周转次数为３９３４次，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８１次；６６
所三级综合医院为４１４０次，比上年同期增加２０７次；
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为 ３２２２次，比上年同期减少
０９１次。

三级综合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较短列前５位的
是：南京明基医院（５１１天）、南京同仁医院（７５４天）、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７５９天）、丹阳市人民医院
（７７６天）、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７７７天）。三级专
科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较短列前５位的是：南京友谊
整形外科医院（３１６天）、苏州理想眼科医院（３７０
天）、南京市妇幼保健院（５４５天）、南京医科大学眼科
医院（６０２天）、徐州市口腔医院（６０９天）。三级综合
医院出院手术患者术前平均住院天数较少列前５位的
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１０８天）、新沂市人民医院
（１１４天）、苏州九龙医院（１２８天）、丹阳市人民医院
（１３３天）、江苏盛泽医院（１３６天）。三级专科医院出
院手术患者术前平均住院天数较少列前５位的是：镇江
市精神卫生中心、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江苏省扬州

五台山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盐城市精神病医院、

苏州市广济医院、徐州市精神病医院、无锡同仁康复医

院、连云港市传染病医院、徐州市传染病医院（０００
天）、盐城市传染病院（００４天）、南京医科大学友谊整
形外科医院（０１８天）、徐州市康复医院（０７８天）、镇
江市传染病医院（０８２天）。

三、医疗质量指标

全省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平均为
９９４４％、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平均为９８５９％、临床诊
断与病理诊断符合率平均为９９５９％、住院危重患者抢
救成功率平均为９５７３％，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０１６个
百分点、０１６个百分点、上升０１７个百分点、增长０８４
个百分点。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平均
为９９４７％、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平均为９８５５％、临床
诊断与病理诊断符合率平均为９９６４％、住院危重患者
抢救成功率平均为９５６９％，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０２４
个百分点、０４５个百分点、上升００７个百分点、０９５个
百分点。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平均为
９９３２％、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平均为９８８０％、临床诊
断与病理诊断符合率平均为９９３１％、住院危重患者抢
救成功率平均为９６３０％，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０１６个
百分点、１３５个百分点、０６２个百分点、０１２个百分
点。医院感染率为１３６％，比上年同期下降０１４个百
分点；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感染率平均为１３９％，与上年
同期下降０１８个百分点；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医院感染
率平均为１２３％，比上年同期持平。无菌手术切口感
染率为０２４％，比上年同期上升００８个百分点；６６所
三级综合医院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率为０１１％，与上年
同期持平；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率为
１２３％，比上年同期上升０６６个百分点。

３０个单病种统计指标分析表明，与上年同期相比，
３０个单病种中大部分病种出院患者数均明显增加。甲
亢、大肠癌、有机磷中毒、胃癌、脑出血、子宫肌瘤等２７
个病种入院三日确诊率明显提高，其余３个病种有不同
程度降低，如肺癌、肺炎（小儿）、急性风湿热入院三日

确诊率分别从９２１９％降低到９１０５％，８３５４％降低到
８２２５％，１００００％降低到９３０８％。治愈好转率有所提
高的是贲门癌、肠梗阻等２６个病种，其余白内障、大肠
癌、肺癌和甲亢４个病种治愈好转率有不同程度降低。
肠梗阻、胫骨或胫腓骨折、前列腺增生症、乳突炎、伤寒

和子宫肌瘤６个病种病死率与上年同期持平，大肠癌、
胆囊炎胆石症、肺癌、肺炎（小儿）等１５个病种的病死
率明显降低，其余９个病种病死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只有肺炎（小儿）、卵巢恶性肿

瘤、妊娠中毒症、伤寒４个病种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余
２６个病种比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白内障、
胃癌、脑出血和青光眼的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分别从

９９９０％降低到９８５８％、９７８４％降低９５８６％、９９７０％
降低到９７８３％和９９１９％降低到９６８１％。

四、医院经济运行状况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平均业务收入为９９７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１１４６％；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平均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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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８３１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９２％；５１所三级专科
医院平均业务收入为 １６６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０％。业务收入增长幅度达到或超过平均数的医院
有４０所，未达到平均增长幅度或下降的医院有７７所。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４７３７％，与上年同期相比降低３６３个百分点；６６所三
级综合医院业务收入中药品收入所占比例为３７３８％，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９７８个百分点；５１所三级专科医
院业务收入中药品收入所占比例为３４２４％，与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１５７个百分点。３０个单病种医疗费用中
药品费用比例为３４０５％，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０８５
个百分点，白内障、贲门癌、肠梗阻、食道癌等２７个病种
药费构成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胫骨或胫腓骨

折、青光眼、食道癌３个病种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比例
均有所增长。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总收入与总支出相抵结余 ５６４２
亿元。财政差额拨款总额合计为２３２１亿元，占三级医
院总收入的２３２％。财政差额拨款总额比上年同期下
降２２８个百分点。总收入与总支出保持平衡并有结余
的有８０所医院，其余３７所医院收支结余均为负。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平均每个职工业务收入６２０２万

元、每张病床平均业务收入８７３５万元，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１３２％、０４２％；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平均每个职
工业务收入为６６７０万元、每张病床平均业务收入为
９６０３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０８６％、下降０２６％；
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平均每个职工业务收入为４５９６万
元、每张病床平均业务收入为６０１９万元，分别比上年
同期下降０８６％、００１％。
２０１６年度，１１７所三级医院患者和医疗保险等欠费

为９８９６７亿元。近１９年来，１１７所三级医院患者和医
疗保险等累计欠费总额为２４０４３５亿元，平均每所医
院累计欠费额达２０５５亿元。

五、医疗费用

１１７所三级医院平均每门诊诊疗人次费用为
２８７２４元、每出院患者住院医疗费用为１３１１１００元、出
院者平均每日医疗费用为１４０８１０元；６６所三级综合医
院平均每门诊诊疗人次费用为２８７６９元、每出院患者
住院医疗费用为１３７７６９０元、出院者平均每日医疗费
用为１５４５８９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３７％、０２９％、
２６３％；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平均每门诊诊疗人次费用
为２８５６４元、每出院患者住院医疗费用为１０１６１１０
元、出院者平均每日医疗费用为９１７１７元，分别比上年
同期增长５８７％、下降６４１％、下降２３１％。
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中，平均每门诊人次诊疗费用

水平较低列前５位的医院是：沭阳县人民医院（１４１７３
元）、江苏盛泽医院（１５０１７元）、新沂市人民医院
（１８４７３元）、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１９２７９元）和无锡市
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５５元）。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中，平
均每门诊人次诊疗费用水平较低的列前５位的医院是：
扬州市传染病医院（１５４７１元）、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１５７５７元）、徐州市肿瘤医院（１８９７８元）、常州市儿

童医院（１９６０４元）和徐州市康复医院（１９７０４元）。
６６所三级综合医院中，出院患者平均住院医疗费

用较低列前 ５位的医院是：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１０２２９１０元）、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１０２３２５０元）、
靖江市人民医院（１０２４４６０元）、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
院（１０６９６５０元）和兴化市人民医院（１０７３３６０元）。
５１所三级专科医院中，出院患者平均住院医疗费用较
低列前５位的医院是：淮安市传染病医院（１０１４４６０
元）、苏州市广济医院（１０５４４２０元）、常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１０６６５３０元）、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眼 科 医 院
（１０８６２２０元）和连云港市传染病医院（１１０６１８０元）。

（仇晓明）

【大型医院巡查】　按照《江苏省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结合年度工作要求，制定２０１６年
江苏省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修订和细化细则。巡查

内容包括反腐倡廉、行风建设、落实医改要求、改善群众

就医感受、医院管理和经济管理等六个方面。由纪检行

风、医院综合管理、医疗服务、护理管理、人事管理、经济

管理６个方面共２０名专家组成的巡查组，分两组开展巡
查工作。巡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通过听取汇报、列席会

议、座谈会、查阅资料、个别谈话、分析财务和统计资料、

现场查看和问卷测评、反馈等方式进行巡查。２０１６年完
成对江苏省肿瘤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巡查工作，形成巡查通

报报党组批准后下发４所被巡查医院以及所属大学、所
在地市卫生计生委。被巡查４所医院按照通报要求按期
进行整改。各市根据２０１６年度大型巡查方案，按照序时
进度组建巡查组进驻医院开展巡查工作。

（江　虹）

【医用高值耗材专项督查】　按照《省卫生计生委办公
室关于对全省医疗机构开展高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管

理专项督导检查的通知》要求，细化《全省医疗机构高

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管理专项督查细则》，一是组织全

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包括中医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

机构）开展自查自纠。查纠范围包括血管介入类、非血

管介入类、骨科、神经外科、普外科、心胸外科、电生理类

（起搏器类）、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眼科、口腔科等类

别的植入、置入类高值医用耗材，重点是单个医用耗材

价格超过２０００元，以及单次手术操作使用同一品种医
用耗材累计价格超过２０００元的医用耗材。二是集中督
查，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由医院管理、耗材采购和

骨科、外科、介入等临床专家组成的督查组通过听取汇

报、查阅台账病历、查看手术室、病区、库房、财务等部门

的物品、单据、账目等方式开展集中督查。对发现的问

题进行现场反馈，限时进行整改。三是省级督查。组织

省级检查组１４个，共派出检查人员９４人次，对１３个市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３２所医疗机构的高值医用耗材临
床应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进一步遏制高

值医用耗材领域不正之风，营造依法执业、廉洁行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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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风气和执业环境。

（江　虹）

【２０１６年度全省三级医疗机构患者满意度第三方调查】
　按照医院规模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患者，采用电话方
式，从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八个主要窗口服

务、医德医风等满意状况共１０个方面进行调查。２０１６
年共对１３９所三级医院的２７３００名出院患者进行电话
调查，调查成功率为 ６１０８％。调查综合满意度为
９３７３％，同比上升０５９个百分点。其中最高为无锡市
人民医院，满意度为９８０６％；最低为苏州九龙医院，满
意度为８６３７％。从地区分布来看，南通地区在综合满
意度前５０名中占据１４席，苏州、徐州分别占据５席，常
州、无锡、盐城分别占据４席，南京、在宁省属省管、泰州
分别占据３席。调查显示，患者对医生服务态度和技术

的满意度评价为９５６３％；对护士服务态度和技术的满
意度为９６３２％；对挂号收费及住（出）院服务的满意度
为９４７４％；对药房服务的满意度为９６６１％；对各项检
查服务的满意度为 ９４８４％；对膳食服务的满意度为
８１８１％；对医院收费情况的满意度评价为８３５４％。

共有５４９８名患者对医务人员进行表扬，占回访成
功总人数的３２９７％。主要集中在对医生和护士服务
态度上，其中对医生和护士的表扬占９８０４％，对其他
工作人员的表扬占１９６％。批评意见２９５条，占回访
成功总人数的１７７％。问题集中在：一是批评医疗机
构人员态度和技术不好的占８９１５％；二是批评检查检
验等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的占５４２％；三是批评医
院其他工作人员态度差的占５４３％；四是批评伙食服
务难以令人满意。

（江　虹）

基 层 卫 生

【基层卫生工作综述】　一是基层运行机制改革继续深
入。推动各地落实省六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举办两期

培训班解读政策，督促各地政策落地。全省１３个设区
市印发贯彻意见，多数县（市、区）出台相关落实政策。

同时配合做好国家基层卫生综合改革镇江市重点联系

点工作，完成重点联系点监测调查任务。在３月３０日
召开的全国基层卫生工作会议上，淮安市淮阴区代表江

苏以“深化激励机制建设、激发基层运行活力”为主题

作大会交流发言。省级财政投入专项资金２５亿元，继
续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装备，建

成６１家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３７５家省级示范村卫生
室，全省示范乡镇卫生院、示范村卫生室建成率分别达

到４４８０％、６９０％。全面推进城乡居民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群签约
率３２１４％，重点人群签约率 ４４８０％，个性化签约
率９１３％。

二是基层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在全国率先开展基

层特色科室建设，全省有３５３个省、市级基层特色科室
建设单位建成开诊，涵盖３０多个服务领域，符合基层定
位，满足百姓需求。２０１６年，特色科室建设从农村转向
城乡联动培育，省投入１５００万元重点扶持８０个城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１１７家乡镇卫生院
被国家命名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
院”，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全国百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启动开展全省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工

作，设立２８００万元省级引导资金，自下而上遴选确认
２０００名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完成９８５名乡镇卫
生院临床医师骨干到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务实进修，

３５７２名乡村医生在市县级医院实用技能培训，其中安
排２１１名优秀乡村医生到三级医院进修。

三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扎实有效开展。省强化项

目领导小组协调指导职能，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公

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创立技术指

导中心，建立集中办公机制，组建１４个核心专家团队，
分批分专业类别开展集中培训。加大项目宣传，协调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公益广告在江苏卫视、地方电

视台、健康江苏微信、１２３２０网站等公众平台以及公交
车、地铁等公共窗口集中播放，群众项目知晓率明显提

高。指导各地落实《关于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绩效管理的意见》，以健康管理为中心推进服务模式创

新，组织省级绩效考核与督导。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补助经费达到人均５７元，１２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覆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居民，全面完成年度各

项目标任务。

四是稳步提升新农合管理服务水平。统一新农合

省级联网医院基本用药和诊疗项目目录，以市为单位统

一报销待遇、网上转诊、即时结报等管理要求，依托商业

保险公司在省级层面提供统筹地区与联网医院结算服

务，在１７个省市级医院派驻代表开展新农合患者异地
就医结算管理服务，印发《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异

地就医联网结报实施方案》，积极推进跨省就医费用核

查和结报工作，省新农合信息平台实现与国家新农合信

息平台对接，“省内无障碍、省外有渠道”的异地就医管

理服务机制基本建成。在６月份召开的全国新农合异
地就医联网结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江苏作经验交流

发言。２０１６年，全省新农合人口参合率保持在９９％以
上，人均实际筹资达到５８８元，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补偿比保持在７６％以上，２０类重大疾病实际补偿
比例保持在７０％以上，大病保险较新农合基本保障实
际补偿比提高１０个百分点。

（姜　仑　任晓波）

·５０１·工作进展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　根据《国务院关
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３号），省政府办公厅在组织全省医保管理现状
调查与听取各市政府意见基础上，９月５日，副省长张
雷主持召开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工作协调会，明确城

乡居民基本医保统一交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

管理，并建立基本医保支付政策共管机制。１２月 ３０
日，《省政府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

施意见》（苏政发〔２０１６〕１７８号）正式发布，明确各设区
市２０１７年２月底前出台实施方案，对整合工作作出安
排和部署；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前各市、县（市、区）完成工作
职能调整和经办机构整合；２０１８年起，全省将实施统一
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方　干）

【组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绩效考核】　
５月中下旬，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委托省基层卫生
协会、江苏天舜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对全省１３
个市２６个县（区）２０１５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
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并对全省所有县（区）组织管理、资

金管理情况通过查看书面材料方式进行重点考核。现

场考核包括组织管理、资金管理、项目执行、项目效果和

项目创新等５个方面，共抽查５２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和２６个村卫生室，卷面考核７８名项目管理人员和３１２
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访谈各类服务对象１４５６人，
随机抽查各类档案３６４０份，现场测量高血压和糖尿病
患者各２６０人。南京市雨花台区、江宁区、无锡市惠山
区、宜兴市、徐州市云龙区、常州市钟楼区、淮安市淮阴

区、盐城市大丰区、建湖县、扬中市等１０个县区被评为
“优秀”，邳州市、溧阳市、苏州市高新区、张家港市、如

皋市、连云港市赣榆区、洪泽县、扬州市广陵区、宝应县、

镇江市京口区、泰州市姜堰区、宿迁市宿城区等１２个县
区被评为“合格”，海安县、灌南县、靖江市、沭阳县等四

个县市被评为“基本合格”。省将考核结果与项目补助

经费挂钩，对现场考核评定为“基本合格”及人均实际

补助经费未达到４０元最低标准的地区共扣减中央及省
级补助经费共２００万元，全部用于奖励现场考核评定为
“优秀”的１０个县区。

（方　干）

【启动实施社区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６月２３日，
印发《关于实施社区卫生服务提升工程的通知》，重点

开展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行活力、服务能力、服

务质量、管理水平和保障条件等五方面内容，并对照社

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指南，遴选省级优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９月９日，
经过市县遴选、省综合评估，确认全省首批２０家优秀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月２１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
卫生司委托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组织的评审活动中，其中

７家被授予首批“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１６年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名单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雨花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州市云龙区云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邮市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省首批２０家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名单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阴市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州市云龙区云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苏州市姑苏区娄门街道娄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苏州市姑苏区留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昆山市开发区蓬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连云港市海州区浦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淮安市淮阴区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盐城市亭湖区大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邮市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宝应县安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泰州市姜堰区城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汤苏川）

【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　６月，江苏省卫生计生
委、省财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出台《关于

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工作的通知》，明确二年为

一个遴选周期，各地按照总数５％左右比例遴选基层卫
生骨干人才，按年人均不低于２万元标准给予地方专项
补助，鼓励实施协议工资制，一年一核；同时择优推荐申

报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省财政每年设立专项，按

照苏北人均２万元、苏中苏南人均１万元标准补助；落
实基层人才职称评审、绩效工资、招录聘用、待遇等保障

措施，支持基层吸引和留住优秀骨干人才。１０月，各地
遴选公示、推荐申报候选名单。１２月，印发《关于确认
２０１６年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名单的通知》，经考核
评估，确认２０００名２０１６年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
名单并下拨补助经费。

（汤苏川）

【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　３月，全国基层
卫生工作会议上部署启动全国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

能竞赛活动。８月，省卫生计生委、省总工会联合印发
《关于印发〈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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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的通知》，成立活动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编

发竞赛大纲。９月１日，“每日一练”窗口在“省基本公
共卫生综合技术服务平台”上设置并正式上线，建立基

层卫生人员岗位练兵常态机制。９月２３日，举办全省
基层卫生主持人遴选比赛，２名优胜者推荐参加全国
“医联杯”基层卫生主持人大赛，并主持全省总决赛。

１０月２２—２４日，全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总
决赛在江苏建康职业学院举行，１３个设区市、７８名选手
参加“城市全科医疗”“农村全科医疗”“社区护理”３个
个人和１个团体项目比赛。个人组分别评出一等奖
３名、二等奖５名、三等奖５名，团体组评出一等奖２名、
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３名、优秀奖５名，此外，评选优秀
组织奖５个、组织创新奖８个，特殊贡献奖３个；主持人
奖评出一等奖２名、二等奖４名、三等奖１３名。活动期
间，全省专业人员参与率达９２１２％，累计举办技能竞
赛３１１场次，７８人获省级表彰、４９２人获设区市级表彰、
２２２２人获县区级表彰，并与绩效奖励、骨干人才遴选等
评先评优挂钩，获奖选手中有１４人获得省级基层卫生
骨干人才补助，１２人参加晋升临床高级职称享受政策
倾斜。

１２月６—９日，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举行，我省６名
队员经过１月余的集训后参加了全部比赛项目，最终取
得３个一等奖、１个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其中无锡市锡
山区羊尖镇卫生院全科医生顾英姿、社区护理朱凤娟和

公卫医生叶文娟组成的团队斩获“全国基层卫生岗位

练兵和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吴丹、淮安市淮阴区南陈集中

心卫生院护士李海丽分别荣获“城市全科医疗”“社区

护理”个人竞赛项目一等奖，被授予“２０１６年全国基层
卫生技能标兵”称号；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卫生院主治

医师谢明荣获“农村全科医疗”个人竞赛项目二等奖，

被授予“２０１６年全国基层卫生技术标兵”称号；江苏省
卫生计生委、江苏省总工会获“优秀组织奖”，省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和省总工会副主席曹海获“特殊贡

献奖”。

（曹　扬）

【“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活动】　下发《关于做
好２０１６年度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活动工作
的通知》，分解年度建设目标任务，并经过县自荐、市推

荐、省审核、公示后，推荐１１８家乡镇卫生院参加国家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评选，组织
上报７１篇建设活动征文。１２月，国家经过逐级审核、
现场抽查、公示等程序，确认江苏共１１７家乡镇卫生院
荣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名单
南京市：

高淳区砖墙中心卫生院

高淳区古柏中心卫生院

溧水区洪蓝镇卫生院

浦口区星甸街道卫生院

六合区竹镇镇卫生院

无锡市：

惠山区洛社镇杨市卫生院

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江阴市陆桥卫生院

宜兴市杨巷镇卫生院

徐州市：

铜山区棠张镇卫生院

铜山区郑集镇中心卫生院

贾汪区青山泉镇中心卫生院

贾汪区大吴中心卫生院

邳州市八路中心卫生院

邳州市铁富中心卫生院

邳州市官湖中心卫生院

新沂市唐店卫生院

新沂市马陵山镇中心卫生院

睢宁县魏集镇中心卫生院

睢宁县王集镇中心卫生院

沛县张庄镇中心卫生院

沛县大屯镇中心卫生院

丰县顺河镇中心卫生院

丰县赵庄镇中心卫生院

丰县宋楼镇中心卫生院

丰县师寨镇卫生院

常州市：

金坛区薛埠中心卫生院

溧阳市戴埠镇中心卫生院

溧阳市社渚镇卫生院

新北区西夏墅镇卫生院

武进区洛阳镇卫生院

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卫生院

苏州市：

吴中区胥口镇卫生院

吴江区七都镇卫生院

常熟市古里中心卫生院

常熟市辛庄中心卫生院

南通市：

通州区兴仁镇四安卫生院

通州区平潮镇平潮卫生院

海门市海门港新区（包场镇）卫生院

启东市王鲍中心卫生院

如东县苴镇中心卫生院

如东县马塘镇中心卫生院

海安县李堡中心卫生院

海安县城东镇中心卫生院

连云港市：

赣榆区海头中心卫生院

赣榆区沙河中心卫生院

东海县青湖中心卫生院

东海县桃林中心卫生院

东海县黄川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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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安峰中心卫生院

灌云县伊山镇中心卫生院

灌云县南岗乡卫生院

灌南县田楼镇第一卫生院

灌南县李集乡卫生院

淮安市：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马厂乡卫生院

清浦区和平中心卫生院

淮阴区老张集卫生院

淮阴区五里卫生院

淮阴区赵集卫生院

淮阴区丁集中心卫生院

淮阴区刘老庄中心卫生院

淮阴区南陈集中心卫生院

淮阴区王兴卫生院

淮安区三堡乡卫生院

淮安区仇桥镇卫生院

淮安区钦工镇中心卫生院

淮安区溪河镇中心卫生院

淮安区顺河镇卫生院

淮安区林集镇中心卫生院

淮安区城东乡卫生院

洪泽区岔河镇中心卫生院

涟水县保滩镇卫生院

盱眙县穆店乡卫生院

金湖县塔集中心卫生院

盐城市：

盐都区郭猛镇卫生院

大丰区南阳镇卫生院

亭湖区盐东镇卫生院

东台市五烈镇卫生院

响水县南河中心卫生院

滨海县正红镇中心卫生院

滨海县滨淮镇中心卫生院

阜宁县羊寨中心卫生院

阜宁县东沟中心卫生院

射阳县特庸镇卫生院

射阳县盘湾中心卫生院

建湖县建阳镇卫生院

扬州市：

邗江区杨寿中心卫生院

江都区邵伯中心卫生院

仪征市新城镇卫生院

仪征市月塘中心卫生院

高邮市界首镇卫生院

高邮市汤庄镇卫生院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卫生院

宝应县 水镇中心卫生院

宝应县望直港镇中心卫生院

宝应县广洋湖镇卫生院

镇江市：

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

丹阳市吕城镇卫生院

丹阳市界牌镇卫生院

扬中市八桥中心卫生院

句容市下蜀中心卫生院

句容市宝华卫生院

泰州市：

海陵区罡杨镇卫生院

姜堰区蒋垛中心卫生院

姜堰区白米卫生院

姜堰区梁徐卫生院

兴化市下圩镇卫生院

兴化市安丰镇中圩卫生院

兴化市西鲍乡卫生院

兴化市周庄中心卫生院

兴化市陈堡镇卫生院

兴化市大营镇卫生院

兴化市茅山镇卫生院

泰兴市常周卫生院

泰兴市横垛卫生院

泰兴市珊瑚卫生院

靖江市西来镇土桥卫生院

（曹　扬）

【省示范乡镇卫生院、示范村卫生室建设】　３月，召开
全省基层卫生工作会议部署相关工作，重点在深化运行

机制改革、财政投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等方面加

强要求，促进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建管水平整体提升。按

照县自荐、市评审、省复核的程序，经综合考评，新确认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瓜埠卫生院等６１个单位为“江
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兴旺村卫

生室等３７５个单位为“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
（曹　扬）

妇 幼 健 康

【妇幼健康工作综述】

一、服务体系全面加强。一是专项规划制订完善。

完成《江苏省“十三五”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和《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资源的实施意见》制订，明确“十三五”期间妇幼健

康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二是机构建设分类推进。妇

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卓有成效，市、县

两级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到位率超过８５％。市、县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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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院规划建设序时推进，２０１６年建成县级妇幼
保健院１８家，在建２７家。三是资源结构合理优化。优
化服务流程，控制剖宫产率，调减特需病区等多措并举，

加快产科床位周转，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城市综合

医院和三级妇幼保健院产儿科住院床位增加近３００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增产科床位１３００多张、儿科床位
１０００多张。

二、优质资源有序下沉。一是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

建设进一步深化。采取专科共建、开设联合病房、远程

会诊等合作方式，建成２０个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带动
近３６０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妇幼健康服务和管
理能力。二是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实施孕

产妇保健和０～６岁儿童保健等５个项目的分级服务清
单，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职责任务，并将

基层服务中妇幼健康服务占比、双向转诊率等指标纳入

考核内容，推进妇幼健康服务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全省

８０％以上的县（市、区）实施省定项目基层首诊，部分项
目在基层完成量占当地总量的７０％以上。三是基层机
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女保

健、儿童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科室建设、人员和设

备配备以及服务内容与管理要求得到明确，基层妇幼健

康服务人员纳入城市全科医师团队和乡村健康管理团

队，相关项目纳入签约服务内容，妇幼健康服务延伸到

社区和家庭，基层服务“网底”有效夯实，全省８０％以上
的县（市、区）启动妇幼健康服务门诊规范化建设。

三、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一是示范创建成绩显著。

以创建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市、区）为抓手，促进

各地围绕政府重视、健全体系、优化服务、强化管理、群

众满意等５个方面，切实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建成
省级示范县（市、区）１７家，南京市栖霞区等５家单位通
过国家级示范单位复核评估。二是防治措施逐步落实。

规范实施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农村妇女补服叶酸、农村妇女“两癌”检查以

及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等项目全部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推动建立覆盖全省的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制

度，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保持稳定。投入４０００万元启
动生殖健康关爱工程，节育措施落实率达到９９％以上，
开展免费孕前优生检查，覆盖目标人群５４７万人，覆盖
率达９７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免费避孕药具发放
管理改革成效显著，２３个示范点网络版避孕药具首诊
排查登记系统在线完成１万余例宫内节育器健康筛查、
首诊登记和随访工作。三是学科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完成对第一周期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和重点人才的终期

考核，以及２０１２年度妇幼保健科研项目结题验收工作。
启动２０１６年妇幼健康科研项目和引进新技术评审工
作，确定妇幼健康资助项目８２个和引进新技术奖项３８
个。引导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学科建设，建成省级重点学

科６３个、重点人才４８个，对２９４个科研项目进行立项
研究，引进新技术１８８项，促进妇幼健康技术发展。

四、服务质量稳步提高。一是服务监管全面强化。

全省１３万多名助产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完成考

核换证，服务人员依法执业意识和工作水平明显提高，

２６家机构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和校验，辅助
生殖技术健康有序发展，爱婴医院评审复核严谨有序，

南京市等５家儿童医院被确认为爱婴医院，６家爱婴卫
生院被责令限期进行整改，３１家单位被取消助产技术
资质和爱婴医院称号。二是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障能

力逐步增强。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和妇幼

健康领域风险防控，明确管理服务要求，加强整合衔接，

优化服务流程，打造涵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和产后

５个时期、１３项服务的生育全程服务链，促使服务对象
“应管尽管”，服务项目“应查尽查”，在全国会议上作经

验交流。三是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稳步

增强。出台《关于加强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服务管

理和临床救治工作的意见》以及救治中心评审标准，以

两个中心建设为重点，建立孕产妇高危因素筛查和预

防、治疗、康复相结合的综合防控体系，推动分级负责、

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的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

症筛查、转会诊和急救网络建设。建成 ２３个省级、２６
个市级和１４６个县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
心，初步建成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网络，孕产

妇和 新 生 儿 危 急 重 症 救 治 成 功 率 分 别 达 到

９９９％、９７４％。
（王晓芳）

【制订《江苏省“十三五”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规划包括背景和面临形势、指导
思想和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主要指标、主要任务和重

点工作、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规划实施和监测评价六

个部分。指导思想为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

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保健与

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妇幼

卫生工作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建设健康江苏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妇

幼健康服务体系，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依法强化服务监管，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妇幼

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推动全省妇幼健康事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基本原则为坚持政府主导，支持社会参

与；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公平可及；坚持预防为主，保健

与临床相结合；坚持科技引领，提升服务能力；坚持改革

创新，促进协调发展等五项。总体目标为进一步优化妇

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建立以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和

儿童医院的妇产科、儿科为主体，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妇幼保健门诊、计划生育门诊等为基础，民办专科

医院等为补充的新型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到２０２０年，
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现代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妇幼

健康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公平性和可及性进一步提高，

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突出问题逐步解决，妇女儿童主要

健康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主要指标包括孕产妇死

亡率稳定在６／１０万以下、婴儿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分别控制在５‰、８‰以下、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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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等６个主要健康指标，省、市、县三级政府举办、独
立建制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健全率达到９５％以上等６个
资源配置指标，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持

证执业率１００％等１３个服务管理指标。规划还提出加
强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规划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妇产

科和儿科建设、加强基层妇幼健康门诊规范化建设、加

强妇幼健康相关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孕产妇和新

生儿危急重症临床救治能力建设、改善妇幼健康服务质

量、促进妇幼健康服务均等化、加强妇女儿童疾病防治、

完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等 ９项主要任务和重点
工作。

（徐柏荣）

【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　将资源整
合工作纳入年度全省医改和妇幼健康工作重点任务，与

各市签订目标责任制，明确时限和相关责任人。５月，
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下发《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的实施意见》，提出“机构职责

清晰、落实双重管理、技术人员归院、管理人员自选、县

乡两级统筹”的整合思路和原则，明确市、县两级妇幼

保健机构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整体整合组建妇幼

保健院的要求。举办全省妇幼健康管理培训班，进行资

源整合工作政策解读。９月，在创建国家妇幼健康优质
服务示范县（市、区）工作中，明确将资源整合到位率作

为评估的重要指标，进一步推动各地加快整合进度。１１
月，召开２０１６年全省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
源整合电视电话会议，对资源整合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全

面动员和部署。扬州市、镇江市、江阴市、响水县、靖江

市等５家单位作交流发言。同月，下发《关于建立妇幼
健康重点工作周报告制度的通知》，对各地资源整合进

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对于整合工作进度慢、推进力度

不大的，进行定期通报和重点督查，有针对性地提出指

导性建议，确保整合工作有序推进，真正实现机构、人员

和职能的全面融合。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资源整合到
位率接近８０％，全省１０个设区市、７４个县（市、区）、８０７
个乡镇（街道）完成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

整合任务，其中，连云港、扬州、泰州３个设区市全面完
成市、县两级整合任务，扬州、泰州、宿迁３个设区市全
面完成乡级整合任务。

（刘智俊）

【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和风险防控】　制订《关
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和妇幼健康领域风

险防控的实施意见》，加强婚前、孕前、孕期、产时和产

后等５个时期、１３项服务的整合与衔接，优化服务流
程，打造生育全程服务链，确保服务对象“应管尽管”，

服务项目“应查尽查”。一是进一步优化生育医疗保健

服务资源配置。到“十三五”末，省和设区市建成三级

妇幼保健院，常住人口５０万人以上的县（市、区）基本
建成二级妇幼保健院。以县（市、区）为单位，区域内每

千分娩量产科床位数不低于２５张。达到省定标准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化妇幼健康门诊比例提高到８０％
以上。省、市、县三级均建成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

救治中心。二是严格执行分级服务有关规定，实行孕产

妇早孕建卡在基层和高危因素转诊制度。定期对区域

内助产技术服务进行全面评估，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规范提供生育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同时以临床重点

专科及妇幼健康重点学科建设、科研项目和新技术引进

为抓手，推动妇幼健康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三是推广

“一次性预缴、事后结算”的产前检查诊疗服务模式。

全面开展非急诊孕产妇和儿童预约诊疗服务，推行门

诊、检查、检验、挂号结算一体化服务，优化孕产期服务

流程。四是按统一总体架构、统一标准规范和共建共享

要求，加快建设以设区市为单位统筹的妇幼健康信息系

统，推动服务机构全面实行计算机网络化和移动终端服

务，改善就诊体验，加强服务监管。五是定期开展生育

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领域风险排查，进一步完善母婴保健

专项技术服务及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转等管理制

度，推动服务信息公开，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制定完善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强化知识宣传普及和舆情引导处

置，依法强化监督管理，确保服务安全有序。无锡、常州

等地加强生育服务和健康咨询服务，规范生育力评估及

科学备孕指导、妊娠风险提示等服务。

（刘智俊）

【妇幼健康中国行走进江苏】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全
国妇联指导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和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妇幼健康中国行”活动

于２０１６年在江苏省开展。“妇幼健康中国行”是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健康中国梦的重要举措，

是“妇幼健康服务年”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５月，江苏
省卫生计生委制订下发《江苏省“２０１６年妇幼健康中国
行”活动方案》，做好活动的组织实施、资料收集、效果

评估等工作，加强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８
月，“妇幼健康中国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鼓楼广场

举行，仪式当天组织近４０名专家开展义诊咨询服务。
“妇幼健康中国行走进江苏”活动共持续 ３个多月时
间，全省各级卫生计生部门为全省广大妇女儿童开展孕

产期保健、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母乳喂养指导、出生缺

陷防治、儿童心理卫生和营养促进等妇幼健康知识宣

教、讲座和义诊。活动期间，全省共举办大型广场宣传

活动５０余场，专题培训１１００余场，培训医务人员４６０００
余名。全省各地共有１８８００余名医务人员参与宣传活
动，举办各类妇幼保健讲座１１６４场次，义诊６００余场，
义诊人次２万余名，义务宣教２４０万余人次，咨询人数
逾２２０万人。各机构共制作宣传版面１３７５１块，悬挂
标语横幅５０１１条，发放宣传折页１３９万余份。各地还
组织各级电视类媒体宣传报道２９５次，电台类媒体宣传
１７８次，报刊专题宣传６５７篇，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
ＡＰＰ专题宣传逾万次。

（刘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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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全省主要妇幼卫生信息分析】
一、儿童保健主要指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儿童保健工作主要指标继续保持在
高位水平，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和新生儿访视率
分别达到９７９２％和９８４１％，较往年持平。其中３岁
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为 ９６２３％，虽然仍处于高位状
态，但较２０１５年的９７４４％下降１２％。

从地区分布情况看，７岁以儿童保健管理率，苏南

地区为 ９８５０％，苏中地区为 ９７３７％，苏北地区为
９７６６％；新生儿访视率，苏南地区为 ９７７２％，苏中地
区为９８５８％，苏北地区为９９００％，两项指标均基本与
上年持平。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苏南地区为
９５４１％，苏中地区为９５９６％，苏北地区为９６９８％，其
中苏南地区较上年下降 １２％，苏中地区较上年下降
１７％，苏北地区较上年下降１１％（见表１）。

表１　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历年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情况
苏南

率（％） 环比

苏中

率（％） 环比

苏北

率（％） 环比

２０１２年 ９７５７ ９７８８ ９８１３
２０１３年 ９６７２ ０９９１ ９７３４ ０９９４ ９７７６ ０９９６
２０１４年 ９６３５ ０９９６ ９６７０ ０９９３ ９８２１ １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 ９６５５ １００２ ９７５７ １００９ ９８０５ ０９９８
２０１６年 ９５４１ ０９９８ ９５９６ ０９８３ ９６９８ ０９８９

　　二、孕产妇保健主要指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孕产妇保健主要指标中的孕产妇产

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继续处于较高水平。全省孕产

妇产前检查率达到９８９３％，产后访视率达到９８０２％。
其中２０１６年全省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９６０６％，较上年
的９６９２下降０９％。

从地区分布情况看，孕产妇产前检查率，苏南地区

为９８８３％，苏中地区为９９００％，苏北地区为９８９９％；
产后访视率，苏南地区９７３５％，苏中地区９７９８％，苏
北地区９８６６％，两项指标均基本较上年持平；孕产妇
系统管理率，苏南地区为９５６２％，较上年下降０５％，
已经连续 ３年出现小幅下降的情况，苏中地区为
９４１２％，较上年下降１４％，连续２年出现小幅下降情
况，苏北地区为９７１５％，较上年下降０９％（见表２）。

表２　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历年孕产妇系统管理情况
苏南

率（％） 环比

苏中

率（％） 环比

苏北

率（％） 环比

２０１２年 ９７３７ ９５２９ ９７９５
２０１３年 ９７３７ １０００ ９５４０ １００１ ９８１８ １００２
２０１４年 ９６４６ ０９９１ ９５９７ １００６ ９８０９ ０９９９
２０１５年 ９６１３ ０９９７ ９５４９ ０９９５ ９８０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 ９５６２ ０９９５ ９４１２ ０９８６ ９７１５ ０９９１

　　三、妇女病普查主要指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妇女病普查率达到９０８４％，与往年

持平。从地区分布情况看，苏南地区为９１８３％，较上

年下降１２％；苏中地区为９０３２％，较上年下降０４％；
苏北地区为９０４１％，较上年上升０９％（见表３）。

表３　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历年妇女病普查情况
苏南

率（％） 环比

苏中

率（％） 环比

苏北

率（％） 环比

２０１２年 ９３５７ ９２５６ ９００７
２０１３年 ９３００ ０９９４ ９１２０ ０９８５ ９０１４ １００１
２０１４年 ９２５５ ０９９５ ９００７ ０９８８ ８９４９ ０９９３
２０１５年 ９２９３ １００４ ９０６７ １００７ ８９６２ １００１
２０１６年 ９１８３ ０９８８ ９０３２ ０９９６ ９０４１ １００９

　　２０１６年全省妇女病普查疾病检出率为１６７２％，较
上年基本持平。从分布情况来看，存在地区间的差异。

苏南地区为 １７９４％，较上年上升 ４７％；苏中地区为
１８０９％，较上年基本持平；苏北地区为 １５１１％，较上

年下降５７％。
四、婚检主要指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多地通过大力推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工作的开展，全省婚前医学检查率达到９０２１％，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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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升４５％，首次突破９０％，并持续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从全省分布情况看，全省各地婚检率增均较上年有

所上升。苏南地区婚检率达到 ９１０３％，较上年上升

１％；苏中地区为８６０２％，较上年上升１４％；苏北地区
婚检率首次超过９０％，达到９１０２％，较上年上升７６％
（见表４）。

表４　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历年婚检情况
苏南

率（％） 环比

苏中

率（％） 环比

苏北

率（％） 环比

２０１２年 ８４１２ ６８８７ ４１４３
２０１３年 ８７８５ １０４４ ８１３９ １１８２ ５４７６ １３２２
２０１４年 ８８４９ １００７ ８０３１ ０９８７ ７２３４ １３２１
２０１５年 ９０１７ １０１９ ８４８６ １０５７ ８４７３ １１７１
２０１６年 ９１０３ １００１ ８６０２ １０１４ ９１２０ １０７６

　　五、妇女儿童健康指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各死亡率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并保持

下降趋势，持续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一）儿童死亡发生情况

２０１６年全省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５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均较上年有所下降。其中新生儿死亡率

为１６５‰，较上年下降１５３８％；婴儿死亡率为３００‰，
较上年下降９２３％；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４０７‰，较
上年下降６１１％。婴儿死亡率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控制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从全省分布情况看，新生儿死亡率苏南地区为

１７８‰，较上年下降２６９１％；苏中地区为１６９‰，较上
年下降 ３０１％；苏北地区为 １５２‰，较上年下降
５１９％。婴儿死亡率苏南地区为３５０‰，较上年下降
１９２７％；苏中地区为２９０‰，与上年持平；苏北地区为
２５７‰，较上年上升１０３％。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苏南
地区为 ４６０‰，较上年下降 １６６５％；苏中地区为
４２７‰，较上年上升６８５％；苏北地区为３５１‰，较上
年上升２５０％。
２０１６年全省非户籍人口儿童死亡的各项指标均较

上年有较大的下降，非户籍人口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其

中非户籍人口新生儿死亡率为 ２１７‰，较上年下降
４８９０％。婴儿死亡率为８５２‰，较上年下降１６３２％。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１１２３‰，较上年下降６２７％。

（二）孕产妇死亡发生情况

２０１６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和围产儿死亡率分别为
４２３／１０万和 ３１６‰，较上年分别下降 ８７８％ 和
４４０％，继续保持下降趋势，孕产妇死亡率继续保持全
国第一。

孕产妇死亡全省分布情况看，苏南地区为３２７／１０
万，较上年下降５６６９％；苏中地区为６２５／１０万，较上
年上升 ５８７７％；苏北地区为 ４４２／１０万，较上年上
升８７５２％。

非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率为１９２６／１０万，较上年
下降７００％。其中苏南地区为８５３／１０万，较上年下降
４８４６％；苏中地区为３９５１／１０万，较上年上升５０２％；
苏北地区为１０００３／１０万，较上年下降１７３５１％。

围产儿死亡情况从全省分布情况看，苏南地区为

３４６‰，较上年下降９２９％；苏中地区为２７６‰，较上
年下降２９５％；苏北地为３０２‰，与上年基本持平。

（三）出生缺陷主要指标

２０１６年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为３７２‰，较上年下
降２１１％。从全省分布情况看，苏南地区为５０７‰，较
上年下降 ２４５％；苏中地区为 ４２８‰，较上年基本持
平；苏北地区为２６４‰，较上年下降１８９％。

（林　松）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助产技术和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考

核换证工作】　认真组织实施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助产
技术和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考核换证准备工作，下发《关

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助产技术和计划生育
技术人员考核换证工作的通知》，召开考务工作培训会

部署考核换证工作。召开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人员

资格网上考试系统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网络考试系统升

级完善事宜。召开专家会，对网络考试题库进行升级完

善，并编印《妇幼健康“三基”训练题解》。制订《江苏省

２０１６年助产和计划生育技术考核管理人员操作手册》
和《江苏省２０１６年助产和计划生育技术考核考试／免试
人员操作手册》，进一步规范考试管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２９—３０日，顺利实施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助产技术和计
划生育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的理论考试，全省１３万余名
实践技能考核合格的考生在１３个考点２８６个考场参加
考试，省派出１３个巡考组对各地考试组织实施情况进
行全程巡查，保障考试工作顺利实施。考试采用人机对

话方式，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和理论考试等全部在“江

苏省母婴保健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系统”上进行。截至

１２月底，顺利完成１２万余名考试合格人员和近２万
名免试人员《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换发证

工作。

（徐柏荣）

【全省妇幼保健机构运行情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
共设置妇幼保健机构 １１０家（其中省级 １家、市级 １３
家、区、县级９６家），完成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资源整合
的机构９３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１１家，二级妇幼保
健院１１家（其中甲等５家、乙等２家），妇幼保健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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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中心１９家、妇幼保健所６９家（其中甲等５７家）。
一、机构发展情况

全省妇幼保健机构固定资产总额１０３２亿元，市级
机构平均５４亿元，县级机构平均２６２４万元，分别比上
年同期增长９６６％、７４２％和１１２６％。全省妇幼保健
机构业务用房建筑面积８８８万平方米，市级机构平均
４１万平方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区、县级机构平均
３４５９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８％。全省妇幼保健机
构核定床位数共８０９０张，实际开放床位数８６５８张，分
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０６％和５５％；市级机构平均核定
床位５６０张，实际开放床位６３１张，分别比上年同期增
长１１％和 ６６％。全省妇幼保健机构万元以上设备
１９１８３件，其中１０万元以上设备３４５０件，分别比上年
同期增长８６％和８２％；市级机构平均万元以上设备
１０４８件，其中１０万元以上设备１８７件，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１０２％和１１３％；县级机构平均万元以上设备
４７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１９％；其中１０万元以上设备
８件，与上年同期持平。全省妇幼保健机构在职职工
１７５１０人，比上年同期增长７８％，其中卫技人员１４６７７
人，占８３８％。卫技人员中专职保健人员占２１５％，本
科学历人数占５５７％，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占１３０％。
高级职称人数占卫技人员的１６９％，高、中、初级人员
比例为１∶２１∶２８。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共发表论文
１７２４篇，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９％。

二、经济运行状况

市级机构平均总收入 ４９亿元，其中财政补助
２９８３万元，业务收入 ４５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５％、２７２％和 ２１６％；业务收入中药品收入占
２５４％，比上年同期减少１３３％；门诊均次费用２４８元，
平均住院费用７５４９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８８％和
７２％。县级机构平均总收入１６５２万元，其中财政补助
６１８万元，业务收入 ９９６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６％、２２１％和 １２５％；业务收入中药品收入占
２６０％，比上年同期减少７１％；门诊均次费用８１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５％，平均住院费用３５９６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０８％。乳腺癌、卵巢恶性肿瘤、妊娠高血压
综合征和子宫肌瘤４个单病种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比
例为２５６％，与上年同期相比，药占比分别下降４４％、
０９％、１４６和１４４％。

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全省妇幼保健机构共完成门急诊１７２９５万人次，
其中保健５６０４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７１％和
６１％；提供院外保健 ２５４８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３％。市级机构平均完成门急诊８４７万人次，其中保
健１９１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７９％和１０４％；
提供院外保健４６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２％。县
级机构平均完成门急诊５６万人次，其中保健３２万人
次，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７和３２％；提供院外保健
２０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９１％。全省妇幼保健机
构出院患者（含产妇）４７３万人次，其中出院产妇１６７
万人，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８８％和２０１％；剖宫产率

４１３％，比上年同期下降６８％。市级机构平均出院患
者（含产妇）３６万人，其中产妇１２４４３人，分别比上年
同期增长２００％和１９７％；剖宫产率４０７％，比上年同
期下降６９％。县级机构平均出院患者（含产妇）３２０４
人，其中产妇１４１７人，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０７％和
１３１５％；剖宫产率４５５％，比上年同期上升５９％。

四、工作效率与质量指标

市级机构平均开放总床日数２１９万天，比上年同
期增长３３％；平均住院日６８天，比上年同期减少０３
天。入出院诊断符合率９６７％，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住院患者治愈率６９４％，好转率２４６％；手术前后诊断
符合率９４７％，比上年同期下降５２％；危重患者抢救
成功率９７３％，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县级机构平均
开放总床日数２８万天，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７３％；平均
住院日５５天，比上年同期增加０３天。入出院诊断符
合率９８２％，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住院患者治愈率
７９８％，好转率１０９％；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９９３％，
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９８２％，均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五、群体保健工作情况

２０１６年度全省托幼机构５３５７个，对４８１０个托幼机
构进行卫生保健工作情况检查，合格率９９３％。全省
爱婴医院（含卫生院）１０３６个，合格１０２０个；爱婴医院
和爱婴卫生院合格率分别为１００％和９７９％。各级妇
幼保健机构接待基层医务人员进修１３１６人次，对３０７３
个基层卫生机构进行业务指导，保健人员下基层５２万
个工作日。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５１９期，培训 １０４万人
次；开展健康教育（讲座、咨询、孕妇学校等）７５０１场次，
制作宣传材料２４１１种，发放宣传材料７３３９万册。以
市、县（市、区）为单位，建立健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妇幼保健计算机管理网络，配备专职妇幼卫生信息

人员３０４人。
（王晓莺）

【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　下发《关于全面开展
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的通知》，制订创建工作实

施方案，修订评估指标体系，明确创建工作目标和要求，

并在国家创建要求基础上，提出在常住人口５０万以上
的县（市、区）建成或规划建设二级妇幼保健院、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妇儿保门诊规范化建设合格率达到８０％以
上、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整合到位、危重

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工作成绩突出以及在深化妇幼健

康事业改革中成效显著等５项创新要求，引导各地加快
妇幼健康服务改革发展。方案下发后，市、县两级相继

召开专题会议，落实创建工作任务。各创建地区均把妇

幼健康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稳定的投

入保障机制，并将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妇幼健

康核心指标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大部分地区成立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徐州、常州、南通等地制订本地实施方案，对示范创

建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无锡、徐州、苏州、盐城、扬州等设

区市对下辖所有县（市、区）创建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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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苏州等地对上年建成国家级示范单位进行回头看。

６月，县级全面完成自评估。８月，各设区市完成对辖区
所有县（市、区）的逐一评估检查，推荐１９家创建成绩
突出的候选单位。９月，组织由行政管理、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等专业评估人员组成的评估组，围绕政府重视、

健全体系、优化服务、强化管理、群众满意等５个方面，
对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推荐的单位进行现场评估验收。

建成省级示范县（市、区）１７家，择优遴选推荐的南京市
栖霞区、江阴市、滨海县、高邮市、靖江市等５家单位通
过国家级示范单位复核评估。

（刘智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健康规范化门诊】　制订出台
《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健康规范化门诊评审

标准》，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健康门诊的建筑面

积、科室设置、人员和设备配备等基本条件，以及服务内

容、服务质量和管理要求。《评审标准》要求，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妇幼健康门诊要设置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等科室（功能区）。服务内容包括妇女

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健康教育和业务指

导。其中，妇女保健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常规开展孕前保

健，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卡）和首次产前检查，按分级

服务规定开展产前检查（包括孕妇营养与心理指导、产

前筛查、高危孕产妇筛查管理等），产后４２天检查，妇女
常见病防治，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等项目；

儿童保健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常规开展０～６岁儿童体格
发育测量与评价，体格检查，生长发育监测，心理行为与

智力测查及咨询指导，口腔保健，高危新生儿和体弱儿

筛查管理，入园（所）健康检查及儿童在园（所）期间的

定期健康检查，为本机构出生的新生儿建立儿童保健手

册，助产机构需开展听力筛查与转诊等项目；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常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宣教和

咨询指导，计划生育手术知情选择、技术服务和随访，查

环、查孕和随访，避孕药具发放及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

测等项目。妇幼健康门诊总建筑面积乡镇卫生院不少

于３５０平方米、其中妇女保健区１２０平方米，儿童保健
区１２０平方米，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区７０平方米，其他功
能区面积４０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于２８０平
方米，其中妇女保健区９０平方米，儿童保健区９０平方
米，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区７０平方米，其他功能区面积
３０平方米。新建、改扩建和有条件的机构妇幼健康门
诊独立设区。妇幼健康门诊专职卫技人员总数≥９人，
其中：儿童保健医师和儿（内）科医师≥３人，其中至少
１名临床类别执业医师（可含执业助理医师）；妇女保健
医师和妇产科医师≥３人，其中至少２名临床类别执业
医师（可含执业助理医师１人），开设产科者至少３名
临床类别执业医师（可含执业助理医师１人）；执业护
士≥３人。聘用人员的专业与岗位要求一致；门诊服务
人数增多需增加相应医务人员。随着《评审标准》的出

台，基层网底进一步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健康

服务能力得到提高。截至２０１６年，全省８０％以上的县

（市、区）启动妇幼健康服务门诊规范化建设，盐城、宿

迁等市还启动市级示范门诊评审。

（徐柏荣）

【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能力建设】　印发《关于加
强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服务管理和临床救治工作的

意见》，制订救治中心评审标准，以救治中心建设为重

点，建立孕产妇和新生儿高危因素筛查和预防、治疗、康

复相结合的综合防控体系和救治机制，全省共建成２３
个省级、２６个市级、１４６个县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
症救治中心，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成功率不断提升。

一、江苏省省级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指导中心、救

治中心和建设单位名单：

（一）省级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指导中心

１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３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４南京鼓楼医院
５苏州市立医院
（二）省级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

１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２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３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４无锡市妇幼保健院（联合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５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６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７苏北人民医院
（三）省级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设单位

１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联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
医院）

２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３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江苏省省级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指导中心、救

治中心和建设单位名单：

（一）省级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指导中心

１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２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３南京市儿童医院
４徐州市儿童医院
（二）省级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

１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３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４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５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６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７泰州市人民医院
（三）省级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设单位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联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　妍）

·４１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一是推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推动各地将婚前医学检查作为政府实事工程或重大公

共卫生项目，设立专项财政资金，由相关医疗卫生机构

提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服务，并采取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和婚姻登记一站式、一条龙服务模式，持续推进婚检率

的提高。至 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婚前医学检查率达
９０２１％，８０％以上县（市、区）实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实行一站式服务模式的县（市、区）达６０余个，南京、无
锡、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泰州、宿迁等９个市
所有县（市、区）全部实施免费婚检。二是组织实施农

村妇女补服叶酸预防出生缺陷项目。通过建立目标管

理责任制和加强绩效考核，推动项目任务落实和服务规

范，提高目标人群依从性和满意度。无锡、苏州等地区

把补服叶酸项目扩大到城乡所有目标人群，扩大出生缺

陷防治的覆盖面。三是强化产前诊断（筛查）和新生儿

疾病筛查技术监管。举办省级产前诊断（筛查）技术和

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培训班３期，８００余人参加了培训
考核，并对相关机构开展质量评估和指导２次，提高从
业人员依法执业意识和技术水平。２０１６年，全省产前
筛查率提高到８４９２％，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
和新生儿听力筛查率分别达９８８５％和９８５％以上，位
居全国前列。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由２０１０年的４５３‰
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３７２‰，降幅达１７９％。

（徐柏荣）

【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进展】　２０１６年，全

省完成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３６３万人，为国家任
务数的１５倍、省定任务数的１８倍。完成农村妇女补
服叶酸４２７万人，为国家任务数的１３倍、省定任务数
的１７倍。分别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
２０１９万人和２０５４万人，分别为国家任务数的７２倍
和５７倍、省定任务数的２倍和２１倍。对查出的“两
癌”及“两癌”癌前病变患者进行及时治疗和跟踪随访。

全省所有县（市、区）均开展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

婴传播项目，为所有孕产妇提供免费咨询和检测等防治

服务，孕产妇ＨＩＶ、梅毒、乙肝检测率以及乙肝表面抗原
阳性孕产妇所生婴儿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率均达９９％
以上，检测率和注射率均远超国家规定要求。及时完成

新生儿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招标采购，确保阻断用药的持

续供应。完善各级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办

公室建设，举办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培训

班，提高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能力。修订完善项目年

度实施方案，规范项目实施和管理要求。对全省１３个
市共１３个项目县（市、区）开展２０１５年度妇幼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情况的现场绩效考核，考核结果

在全省妇幼健康管理培训班上进行通报，并依据考核

结果及时下拨中央和省级项目补助资金，保障项目顺

利实施。

（徐柏荣）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截至２０１６年，全省经批准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２９家，经批准开
展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１家。

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名单（共２９家，机构按准入时间排序）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准入技术 运行状态

１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南京市江东北路３６８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供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正式运行

２ 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市中山北路５３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供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正式运行

３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南京市鼓楼区姜家园１２１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４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连云港市海州区

苍梧路１０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５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博爱路１６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５１１·工作进展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准入技术 运行状态

６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市十梓街１８８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供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正式运行

７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南京市莫愁路天妃巷１２３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供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正式运行

８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徐州市和平路４６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９ 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市汉中路１５５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１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市新模范马路３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试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试运行

１１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无锡市槐树巷４８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１２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泉山区

解放南路１９９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１３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道前街２６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正式运行

１４ 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市南通西路９８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１５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淮安市人民南路１０４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１６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南通市世纪大道３９９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１７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扬州市国庆路３９５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１８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盐城市毓龙西路３４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６１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准入技术 运行状态

１９ 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镇江市正东路２０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２０ 泰州市人民医院 泰州市海陵南路３９９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２１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无锡市惠河路２００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２２ 宜兴市人民医院
宜兴市宜城街道

通贞观路８９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２３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市西寺路２０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２４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南京市中山东路３０５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正式运行

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正式运行

２５ 宿迁市妇产医院 宿迁市平安大道８８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２６ 徐州市中医院 徐州市中山南路１６９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２７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淮安市淮阴区北京西路６号 夫精人工授精 正式运行

２８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三香路１０５５号 夫精人工授精 试运行

２９ 无锡市人民医院 无锡市清扬路２９９号 夫精人工授精 试运行

　　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１家）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运行状态

１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３００号 正式运行

（徐　妍）

【妇幼健康科研项目和引进新技术评审】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年度省妇幼健康科研项目和引进新技术评审工
作，根据评审结果，确认２９个妇幼健康重点资助项目、
５３个妇幼健康资助项目、１１个引进新技术一等奖和２７
个引进新技术二等奖。

（徐　妍）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一是完成目标任务。全省
９６个县（市、区）全部纳入国家级试点地区，全年完成
５７７万人次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１００％，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二是落实经
费保障。各地建立稳定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按实际检

查人数结算项目补助经费。省财政分两批下达国家和

省财政专项补助经费３９１７万元，保障符合条件育龄夫
妇得到免费检查服务。此外，省财政根据各地２０１５年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完成情况以及近三年质评成绩分档

下达项目工作性经费４６４万元。三是组织专题培训。
先后选送１７人参加国家孕前优生项目专题培训。指导

各地加强信息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各地区信息安全管理

人员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四是强化质量监管。建

立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质量评价制度，开展两次省级临床

检验室间质评和室内质控工作，两次质评成绩合格率达

１００％，优秀率达８２％以上。定期开展督导，帮助基层
查找工作中的问题，促进项目地区工作任务的落实和项

目运行质量的提高。五是加强服务项目整合衔接。指

导各地加快技术服务资源整合进度，同时加强对已完成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组建地区的指导，将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孕前保健和婚前医学检查等相同的服

务项目进行整合，并按照全省妇幼健康项目分级服务的

要求规范服务管理，提高群众满意度。

（汪　蓓）

【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及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情

况】　一是加强避孕药具管理改革。先后制订下发《江
苏省避孕药具省级库存免费调拨管理制度（试行）》和

《二代身份证发放机管理办法》等制度，进一步规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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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药具管理。联合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开展药具

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状况调查，摸清群众对免费避孕药

具的需求和药具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为进一步

提升药具精细化服务水平提供依据。二是加强避孕药

具的宣传力度。推出１５秒避孕药具情趣公益广告宣传
片，并与江苏卫视共同组织“社区行———避孕药具宣传

活动”。以“世界避孕日”为契机，围绕“知性智行———

爱要有一套”，联合南京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南京

市鼓楼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等单位在凤凰国际书城广

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并通过江苏卫视、江苏公共频

道、江苏广播电台和“江苏新闻”“健康江苏”“江苏避

孕药具公共服务”等平台进行生殖健康知识普及，提

高药具公共服务知晓率。三是扩大避孕药具发放渠

道。依托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扩大避孕药具发放

网点，截至 ２０１６年，全省免费避孕药具发放网点
２６５８９个，卫生妇幼机构网点达到３１３２个。积极推行
“互联网＋”药具服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手机 ＡＰＰ
客户端、网店、网上预约发放等形式，拓展服务渠道，

优化服务模式，基本实现药具服务人群的全覆盖，提

升了免费避孕药具的易得性。四是强化药具的监督管

理。科学编制药具需求计划和拟订药具专项经费分配

方案，并利用国家、省信息平台，实时监控、跟踪和管

理药具计划执行和发放工作。根据国家药具管理中心

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及时组织开展国家免费药具流入

市场专项督查工作，严厉打击少数违法出售国家免费

供应避孕药具的行为。赴苏州、徐州、镇江等地开展药

具管理目标考核评估省级抽查工作，指导基层规范免

费避孕药具发放服务。全省全年共订购避孕药具

１８７２１万元，发放避孕药具１９２５４万元。五是提高
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数量和质量。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

研究所于当年对原有不良反应报告系统进行升级改

造，新增录入填写、校验等功能，报告的完整性和规范

性进一步提升。全年通过网络版避孕药具不良反应／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在线累计收集宫内节育器不良事

件报告３１万余份，避孕药品不良反应报告４８００余份，
相关健康问题报告２６万余份。２０１６年度 ＩＵＤ不良
事件合格报告４５万余例，严重伤害事件２３４例。避
孕药品不良反应合格报告９９２例。六是进一步完善不
良反应监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取消９个监测点，新
增２０个监测点，国家级监测点由１０５个增至１１６个，
不良反应监测点布局进一步优化。修订《避孕药具不

良反应报告程序与规范》，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

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家计划

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指导手册》，全省以至全

国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进一步规范。七是推进首诊排查

登记和随访服务工作。在上年全国首批避孕药具首诊

排查登记示范点的基础上，２０１６年建成第二批避孕药
具首诊排查登记江苏省示范点１３个。江苏２３个示范
点在线完成１４８００余例宫内节育器健康筛查、首诊登
记和随访工作，避孕药具人群使用信息库初步建立，

避孕药具不良反应主动监测与被动监测相结合的监测

模式基本形成。八是开展监测业务培训。在无锡和镇

江分别举办２期专题培训班，推广普及新技术新方法，
对全省监测点的管理和技术骨干开展集中培训，基层

服务人员开展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与防治能力有效

提高。

（汪　蓓）

【爱婴医院管理】　一是提升服务能力。结合国家和省
有关爱婴医院标准及全省助产技术服务评审标准，各医

疗保健机构进一步强化产科硬件建设，提高服务能力。

二是改善服务质量。加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

治中心建设力度，建成一批省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

症救治中心、救治指导中心以及建设单位，切实提高孕

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保障母婴安全。三是

提高人员素质。加强产儿科人员助产技术服务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以及危重症识别和紧急救治知识培训，加

大产科临床路径管理力度，促进产儿科服务人员素质不

断提升。四是完善考核评估。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助产技术服务

评审等工作，将爱婴医院管理纳入考核范围，开展督导

评估，同时向社会公布爱婴医院名单，鼓励社会大众和

服务对象对爱婴医院各项服务进行监督，促进管理措施

落实，增强长效管理效果。２０１６年各地共开展县级复
核９７８家，市级复核２３５家。此轮复核检查全省共取消
４２家爱婴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助产技术
资质及爱婴医院称号，勒令２２家爱婴卫生院限期进行
整改。截至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有１０２２家爱婴卫生机构
（含５所儿童医院）。

（相　莉）

【０～３岁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建设】　根据《国家卫
生计生委妇幼司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
地创建工作的通知》精神，做好创建工作。经国家组织

的集中答辩和现场复核，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创建

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该院以创

建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基地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母

婴保健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将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纳入院“十三五”规划，丰富儿童早期发展的服务内涵，

切实提高儿童保健服务水平，并通过组建市福佑儿童早

期发展中心以及创新医教保健服务模式，有效促进儿

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妇女保健科等多学科联动，

实现临床与保健的无缝对接，为基地建设提供技术、科

研、人才、服务等全方位保障，充分发挥国家级示范基地

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工作迈向更高水

平。目前国家卫计委共评出两批３０个国家级儿童早期
发展示范基地，我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和连云港市妇幼

保健院两家单位位列其中。

（相　莉）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　及时传达《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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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９６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
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２０１６〕２６号）等
文件精神，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调整医疗保健机

构外出生的新生儿证件签发条件。举办全省出生医学

证明管理培训班，解读国家和省级证件管理新要求，加

强法制教育，强化监督问责。开展全省《出生医学证

明》管理自查活动，针对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补发、

换发、空白证件、印章、废证、档案、真伪鉴定和信息管理

等重要风险防控环节加强自查自纠，及时发现问题并限

期整改，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管理。２０１６年，全省共发放
《出生医学证明》１００９２５６份，其中医疗机构内出生签
发１００４５６３份，机构外出生签发 ９２０份，废证率小
于１％。

（徐　妍）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综述】　推进全省食品
安全体系建设。在省疾控中心获得“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江苏中心”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参比实验

室（有机污染物、病毒）”基础上，推进江苏省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市、县两级中心和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建

设。截至２０１６年，全省共建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省级中心１个、市级分中心１３个、县级分中心５８个、省
级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８９个、市县级食源性疾病
监测哨点医院２９１个。在全国率先建成省市两级食源
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实验室，将分子分型溯源网络广泛

应用于食源性疾病常规监测与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快

速处置中。在全国率先启动基于哨点医院 ＨＩＳ系统的
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已有 ５８个哨点医院实现这一
功能。

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牵头制定实施《江

苏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会同相关部门定期分析

研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向省政府和省食安办等报

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完善风险监测信息通报机制。开

展风险监测质量管理和能力提升年活动，由省疾控中心

统一采购标准物质、关键试剂和耗材统一下发市县。在

全省推广使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采集系统ＡＰＰ，实
行循环交叉采样模式和平行样检测模式，完成小麦粉中

呕吐毒素专项监测任务。２０１６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点覆盖所有县（市、区），哨点医院覆盖所有二级及

以上医院，共采集２０大类食品样本９３３０份，监测重金
属元素、食品添加剂、致病微生物等２１２个项目，监测食
源性疾病信息２８８５７份，获得监测数据１５万多个，报告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１４３起，报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病
例５９４例。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完成支援内蒙古贫困地
区婴幼儿营养包检测任务。

加强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在全省范围内征集２０１６
年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２２项，召集相关专家对
立项建议进行审评后，７项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备案，其中２项被列为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制订项目计划。批准发布６项江苏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简化备案流程，备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２７７１
份，在官网主动公开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及时答复食

品安全标准相关信访、咨询、信息公开等１６６件。总结
２０１５年全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书面报告国

家卫生计生委和省食安办。以项目化管理，加大投入，

会同江苏省食药局在１３个市对６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开展跟踪评价工作。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进企业、进

学校、进社区活动。江苏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在

全国食品安全标准省级师资培训班上作大会交流。与

江苏省质监局合作完成２３７项江苏省食品地方标准清
理整合任务。

规范处置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制订印发《江苏

省小龙虾相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应急监测方案》和《江

苏省小龙虾相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诊疗方案》，加强流

行病学调查、样本采样、实验室检测和技术处置指导，强

化健康教育、发布风险提示，在保障公众健康前提下最

大限度减少对小龙虾产业冲击。２０１６年６—８月，南京
等８个市共报告小龙虾相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病例
５９４例，所有病例全部治愈出院。为研究致病因子和发
病机理，共采集食品样本、环境样本、患者生物样本３９５
份，对９３份样本开展抗球虫药、有机磷农药、氯硝柳胺、
蓝藻毒素等２０００多种指标检测（均未检出），对４０份血
样、２５份尿样、１１份水样、２８份小龙虾样品采用飞行时
间质谱（Ｑ－ＴＯＦ）技术筛查２８７９种化合物，包括抗生
素、兽药、激素、毒素、鼠药及其他药物（均未检出）。成

功建立小鼠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动物模型，初步锁定小龙

虾的可能致病部位。全省报告的另外１４３起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均得到规范处置。

（袁家牛　顾寿永）

【完成全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根据国家卫
生计生委部署，结合江苏食品产业发展特点，江苏省卫

生计生委会同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２０１６年全
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并联合召开启动

培训会，确定《食品中污染物限量》（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２）、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ＧＢ２７６１—２０１１）、《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ＧＢ２７６０—２０１４）、《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
标准》（ＧＢ１４８８０—２０１２）４个基础标准和微生物、理化
２个系列检验方法，作为２０１６年全省食品安全标准跟
踪评价对象。采取项目化管理方式开展工作，分别与

１３个市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签订项目委托书，提供工
作经费、下达工作任务。２０１６年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
价工作采取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现场调查、指标验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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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开展。全省共开展问卷调查１２１７人次，现场调查
食品生产企业５９７家，采集７９８份食品进行指标验证，
获得监测数据１９１０个，举办专家咨询２１场次，举办培
训班２４场次（培训８６６人），召开座谈会７４次，开展基
层调研１２５次，收集食品安全标准建议１０８６条，为食
品安全标准的修订和标准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编写

２０１６年全省食品安全标准工作评价总结报告，报送国
家卫生计生委和江苏省食安办。

（何云飞）

【２０１６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根据省食安办等十八
部门的统一安排，６月１３—２７日在全省组织开展主题
为“尚德守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６月２１日为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主题宣传日，省疾
控中心开展“营养安全开放日”活动，包括２０１６版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的专题讲座、省疾控中心营养食堂创建

等，社区居民代表、大学生代表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

６月２４日上午，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疾控中心和省卫
生监督所在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市民广场组织开展

“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科普宣传广场活动，发放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版）、食品安全等相关知识的科普
宣传折页千余份，开展现场咨询活动，与社区居民们面

对面进行食品营养安全相关知识的宣传交流。省卫生

监督所组织专家赴南京市江浦区永宁小学开展食品安

全科普知识宣传，给小学生们上了一堂主题班会课，并

组织南京市玄武区高楼门社区群众赴江宁参观南京樱

桃鸭业有限公司参观盐水鸭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座

谈，宣传并详细讲解我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盐水鸭》

的制订过程以及地方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何云飞）

【完成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任务】　一是打
造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体系。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全
省市、县两级疾控中心和省级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

全部达到建设标准并通过验收，省卫生计生委统一授予

牌匾。全省已建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省级中心１
个、市级分中心１３个、县级分中心５８个、省级食源性疾
病监测哨点医院８９个，市县两级哨点医院２９１个。经
过两年风险监测体系建设，仅１３个市疾控中心累计增
加食品安全技术人员 １９人、设备 １０７台、设备经费
４３３４万元。高标准打造以省疾控中心为龙头、市疾控
中心为骨干、哨点医院和县级疾控中心为基础的高水平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体系。二是建成省市两级食源

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实验室。按照“国家食源性疾病

溯源网络实验室建设方案”要求，在省、市两级疾控中

心开展“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实验室”建设。省疾

控中心确定网络实验室建设标准，形成统一作业指导

书，对网络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全省１３个市分３批通过验收，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市
两级疾控中心“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实验室（ＪＳ

ＴｒａＮｅｔ）”建设，大力提升全省食源性疾病监测及暴发调
查能力。该平台应用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子分型技术对

多起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溯源分析，形成了完整的

证据链条，取得较为满意的溯源效果。三是推进基于医

院ＨＩＳ系统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全省已有４９家哨
点医院开展基于ＨＩＳ系统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
通过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信息化网络平台，确保疾病监

测系统和医院ＨＩＳ系统间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实时直
接提取相关数据，并开展关联性分析，最终实现食源性

疾病监测异常病例、聚集性病例等自动预警。四是完成

省市两级卫生计生食品安全首席专家聘任。在省、市卫

生计生系统全面推进食品安全首席专家制度建设，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省和１３市卫生计生委经过严格的推荐、遴
选、公示、聘任等环节完成省、市两级食品安全首席专家

和首席卫生监督员的聘任，其中省级分别聘任食品安全

首席专家和首席卫生监督员各２人，市级聘任食品安全
首席专家２６人、首席卫生监督员 ２０人。在聘任基础
上，制定专家管理工作制度和考核办法，明确首席专家

责任和义务等，省卫生计生委对聘任的食品安全首席专

家和首席卫生监督员给予工作经费支持。通过建立食

品安全首席专家制度，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法履职、

科学决策、妥善和科学应对社会关切提供重要专业技术

支持。

（袁家牛　郭　丹）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和能力提升年活动】

　印发《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方
案》、《２０１６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和能力
提升年活动方案》，在全省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

管理和能力提升年活动。一是全省疾控系统逐级制定

监测工作操作手册；江苏省疾控中心统一采购下发特殊

标准物质、关键培养基及耗材，保证监测结果的统一性

与可比性。二是采购１３０台 ＰＡＤ分发配备到各市、县
（市、区）疾控中心作为监测点电子采样工具，在全国率

先推广使用基于手持平板的“食品风险监测样品信息

采集系统”（ＡＰＰ应用），通过 ＰＡＤ现场采样，直接扫描
样品条形码或手工输入相关信息，实时录入并传输数据

和多媒体图像（现场拍照与 ＧＰＳ实时卫星定位），强化
采样信息和后续检验结果的可追溯性，实现采样电子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是制定实施全省食品统一采／
抽样计划，首次在１３个市之间实行循环交叉采样和平
行样检测，确保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质量。四是省

里举办６期“食品风险监测技术骨干系列培训班”、２期
“食源性疾病暴发流行病学调查技能提升班”，各市至

少举办２期监测技术培训班。五是切实加强实验室内
部质量控制、室间质量控制等检测质量全程控制。六

是实行各级疾控中心监测、质量控制资料两人审核并

报主管领导审签制度，省疾控中心进行抽查和审核。

七是对各市开展一次风险监测质量考核，并通报了考

核结果。

（顾寿永　郭　丹）

·０２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省卫生计生委发布６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２０１６年
８月第一次召开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
两个专业分委员会会议，两个专业分委员会分别对完成

起草的７个产品和规范类地方标准、５个检验类地方标
准进行专家评审。１２月１９日召开江苏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审评委员会第一次主任会议，审议两个专业分委

员会会议评审通过的６个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会
后按照有关规定发布６个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分
别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熟制鸡胚蛋（活珠子）》（ＤＢＳ
３２／００７—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糟油》（ＤＢＳ３２／
００８—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耳叶牛皮消制品》
（ＤＢＳ３２／００９—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餐具、饮具
集中消毒服务卫生规范》（ＤＢＳ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６）、《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婴幼儿配方乳粉中 α－乳白蛋白的测定
凝胶色谱法》（ＤＢＳ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食品中喹啉黄的检测高效液相色谱法、液相色谱—质

谱／质谱法》（ＤＢＳ３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何云飞）

【会同省质监局完成食品地方标准清理任务】　２０１０年
省政府机构改革后，食品安全标准管理职责由省质监局

移交至原省卫生厅。根据《食品安全法》《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十二五”规划》要求，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原卫生部印

发《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方案》（卫办监督函
!

２０１２
"

９１３号），要求各省开展地方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清理
工作。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原江苏省卫生厅向江苏省质监局
发出《关于商请协助提供我省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函》

（苏卫监督
!

２０１２
"

３９号），正式启动我省食品地方标
准清理工作。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江苏省
质监局以及江苏省卫生监督所、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召开相关人员专题会议，商讨我省食品地方标

准清理工作，并形成会议纪要，同时正式建立我省食品

地方标准清理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加大我省食品地方标

准清理工作推进力度。在双方就我省食品地方标准清

理工作多次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专门去函江苏省质监局，对该局提出需清
理的２３７项江苏省推荐性食品地方标准提出清理建议：
“建议废止”９１项，包括已经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覆盖
的、发布年限过长、技术要求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一

致等标准；“建议不纳入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体系”１４６
项，包括非食品标准、初级农产品标准、由其他部门管理

的标准、非法添加物检验方法标准、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检验方法标准等标准。至此，江苏食品地方标准清理任

务基本完成。

（何云飞）

综 合 监 督

【综合监督工作综述】

一、推进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体系建设。一是贯

彻落实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

法工作的部署要求，会同省编办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全省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体系的目标定位、职

责分工和规范化建设等内容，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

加强卫生计生监督行政执法工作。二是草拟《江苏省

“十三五”期间卫生计生综合监督专项规划》（征求意见

稿），提出“十三五”期间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的主要

目标、工作任务。认真落实省政府《江苏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在全国率先制定
《江苏省卫生计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指南（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三是加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规范化建设。采取

分层次、分专业等形式，强化全省卫生计生监督人员的

培训，共举办省级培训班２３期，集中培训监督执法业务
骨干２０００余人次。同时，推动各地积极开展卫生计生
行政执法案例的评查，有５件入选国家级优秀案例，数
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四是完成省卫生监督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的改造升级，上报被监督单位数据 １７５５９６条。
省卫生监督所自主开发“苏浙沪三地联防联控打非黑

名单比对”系统，盐城市构建的卫生监督移动执法 ＡＰＰ

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省卫生监督所以及无锡、徐州、常

州、苏州、连云港、泰州等市开通卫生监督微信公众号，

提升卫生计生监督工作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

二、开展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工作。一是全面实施卫

生计生监督检查计划。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卫生重点监

督检查、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专项督查以及《职业病防治

法》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的监

督检查，按要求完成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消毒产

品的卫生监督抽检任务。全省监督抽检公共场所５６９４
户、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经营企业２８４家，依
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５６１２所大、中、小学校的
饮用水卫生进行专项调查，抽检８３０所学校饮用水水
质。二是扎实推进医疗服务监督检查。会同省委综治

办等８部门在全省开展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
托”专项行动，并成立协调小组办公室，统一协调、部署

专项行动的开展。同时部署开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依

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持续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贯彻落

实《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三是进一步加强传染病

防治监督工作。在全国率先实现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

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全覆盖，监督检查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２３９６１家，责令３２４家医疗卫生机构限期整改，警
告８１家、罚款１０１家（计４４２９万元）。

·１２１·工作进展



三、加强预防接种监督检查。针对２０１６年３月山
东济南非法经营二类疫苗案，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

一要求，在全省组织开展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专项监督

检查，限期对辖区内所有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单位进行

全面卫生监督检查。全省共监督检查医疗机构、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２１６７家，其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１１３家，医
疗机构２０５４家，监督检查覆盖率达１００％，并要求３２７
家违法违规的医疗卫生机构限期整改。

四、强化职业病防治工作。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

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全面铺开，县（市、区）覆盖率达

１００％。及时受理劳动者的省级职业病鉴定申请并组织
进行鉴定，共接受鉴定申请４６份、召开鉴定会２９次，完
成职业病鉴定２９份。会同省人社厅、安监局、总工会开
展以“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为主题的职业病防治

宣传周活动，印发宣传材料２１８５８５份，接受群众现场咨
询４３２０３人次，召开专题研讨会、知识讲座等活动 ９９
次，接受培训１９７３５人次，职业健康义诊８５４余次，体检
１９９４０人次。

五、加强卫生计生监督放管服管理。根据国务院、

省政府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依据

《行政许可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江苏实际

制定出台《江苏省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要求》，统一

全省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标准，明确公共场所卫生行

政许可的新证、延续、变更等各项许可程序和现场审核

的要求。同时根据《省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

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就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

可、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行政审批权限委托至设区市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实施的相关工作衔接提出要求，全程加

强后续监管，确保各设区市能接得住、管得好。省卫生

监督所会同省预防医学会、省卫生监督协会联合制定

《江苏省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卫生信用评价和管理办

法》，对涉水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卫生信用评价并向社会

发布；同时，启动消毒产品、涉水产品卫生监督抽检“双

随机一公开”，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和监督执法人员名

录库。

六、创新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方式。根据国家卫生计

生委统一要求，在全省确定无锡市卫生监督所、苏州市

卫生监督所等６２家单位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全过程记
录试点单位，要求各试点单位健全完善本单位监督执法

全过程记录具体制度，就执法记录仪及询问调查室建设

使用规范、执法记录仪信息管理、卫生计生监督执法规

范化建设、卫生计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项目开展重点

研究，扭转过去依靠文字记录相关过程、无法实现全过

程取证的局面，使执法全过程可追溯。同时将执法记录

仪的规范使用和资料留存等列入日常管理内容，确保卫

生监督执法阳光下运行。

（唐月明）

【职业病防治工作】　重点职业病监测。全面推开重点
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在全省１３个设
区市设立重点职业病监测点，县（市、区）覆盖率达

１００％，涉及接触煤尘（煤矽尘）、矽尘、电焊工尘、金属
粉尘、石棉、苯、铅、二甲基甲酰胺和／或二甲基乙酰胺、
噪声、布鲁氏菌等１０种职业病危害因素。２０１６年全省
共报告新发职业病 ８６８例，疑似病例２２７７例，涉及 １３
个行业七大类职业病，主要是尘肺病５４８例、职业性耳
鼻喉口腔疾病１４９例、急性职业中毒性疾病３７例、物理
因素所致职业病４８例、职业性皮肤病２３例、职业性眼
病１４例、除尘肺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４例、职业性肿瘤
６例；共完成２５１１３家企业的１８４３６８４名有毒有害作业
岗位工人的职业性健康检查，完成４０６３家企业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完成职业病危害因素预评价项目

３５个，控制效果评价项目３１个，现况评价项目４４个。
服务机构管理。２０１６年共对全省９４家职业健康

体检、职业病诊断鉴定等职业卫生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技

术考核，其中８６家机构现场通过评审，５家机构经整改
后获得相应资质，３家机构现场评审不予通过。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全省有职业健康体检机构１９９家、职业病诊
断机构２８家。全年举办省级人员培训班 １４期、培训
２０００余人次。

信息化建设。基本完成江苏省职业病防治信息管

理平台建设，部分功能进入正式运行阶段，职业性健康

检查机构使用智能化职业健康体检软件系统实现全覆

盖，实时上传职业健康检查信息，为全省职业病报告、重

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等提供数据支撑。

职业病诊断和鉴定。２０１６年，全省各级职业病诊
断机构共完成职业病诊断２６１８例，职业病诊断信息报
告率达１００％。完成市级职业病鉴定８９例，省级鉴定
５１例。

宣传教育与健康促进。组织开展以“健康中国，职

业健康先行”为主题的《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接

受群众现场咨询４３２０３人次，召开专题研讨会、知识讲
座等活动９９次，职业健康义诊８５４余次，体检１９９４０人
次。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２０１６年全省共
举办专题培训班１３１期，培训２７２８７人次。

（唐月明　汤继红）

【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

作】　江苏被列为２０１６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
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作第二批试点省份。在对

部分市、县（市、区）内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机构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对照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卫生标准的要求，制定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

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方案和评价标准。分别召

开由卫生监督机构、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参加的试点工

作启动会以及三级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采供

血机构人员培训会，全面部署开展试点工作。各地卫生

·２２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计生行政部门相继成立试点工作机构和专家指导小组，

围绕试点所涉及的预防接种、疫情信息、疫情控制、消毒

隔离、病原微生物安全、医疗废物处置等六方面内容，对

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及时解决

试点中出现的问题。据统计，此次监督检查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２３９６１家，责令３２４家医疗卫生机构限期整改，
警告８１家、罚款１０１家（计４４２９万元）。

（承明华　周曾荣）

【卫生计生信用体系建设】　统筹做好卫生计生信用体
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出台《江苏省卫生计生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江苏省卫生计生委行
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关

于开展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卫生信用评
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责任、

落实工作措施。积极建设“江苏省卫生计生行政许可

服务事项信息系统”，依托门户网站实现网上预约、申

报功能，与江苏政务服务网、中心审批服务管理系统和

“双公示”数据报送系统无缝对接。

推进诚信体系建设成果的应用。在医疗机构卫生

监管中应用信用承诺，实行信用监管，将监督检查结果

与医疗机构的校验、评审、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等挂

钩，探索建立医疗机构和非法行医人员“黑名单”制度，

对发生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的医疗机构和相关人员，依法

纳入卫生计生社会信用体系系统中并及时报送省信用

办。２０１６年共对１２０２所存在不良执业行为的医疗机
构下发记分通知书，因不良行为记分累计超过１２分而
暂缓校验的医疗机构超过１５０家，核减医疗机构诊疗科
目近２００家，注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达３００家。启动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审批、监管等的信用监

管，省卫生监督所成立江苏省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卫生信

用评价小组，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实行
卫生信用评价。加强卫生专业资格考试人员、高级职称

资格评审等信用信息的采集管理，对在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评审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招聘中发现的弄虚作假或

受到处分的人员给予批评，严重失信者列入信用系统

“黑名单”，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延迟考试、晋升等处理。

据统计，在２０１６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发现考场
舞弊７８人，其中给予取消单科成绩４７人，当年成绩作
废８人，延迟两年报考２３人。

（周曾荣）

药 政 管 理

【药政管理工作综述】

２０１６年，全省药政工作以构建现代药品供应保障
体系为中心，进一步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完善药品采购

机制、健全药物政策体系，不断强化药品耗材日常采购

监管，有效保障群众用药需求。

一、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一是加强基本药物配

备使用管理。推进各地有效落实基本药物采购供应、配

备使用和货款结算等关键环节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基

本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二是组织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回头看”评估。在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抽

样开展基本药物配备使用、合理用药培训等情况调查，

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工作进行阶段评估。三是推动基

本药物制度实践创新。鼓励各地探索提高基本药物保

障水平。宿迁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现民营乡

镇医院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无锡市探索对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免费供应基本药物。指导各地推进利于双向转

诊的药品配备模式。南京市将１１种常见慢性病１８０种
非基本药物治疗用药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使用，苏

州市对医联体模式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补慢性病非

基本药物５２３种，较好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四是强化基本药物采购监管。

继续加强对基本药物生产经营企业供货行为考核监管，

将考评结果按月在省采购平台进行公示，规范企业供货

行为，保证药品配送及时到位，满足临床需求。

二、全力保障临床药品供应。一是完善短缺药品供

应保障机制。前移短缺药品监测关口，增设３５家药品
经营企业作为监测哨点，提高短缺药品预警能力。通过

组织短缺药品询价采购、对短缺药品生产企业进行责任

约谈、调整完善省级短缺药品储备点建设等措施，推动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时足量供应配送药品，缓解临床药

品供应短缺问题。二是做好国家价格谈判药品采购。

按照国家公布的替诺福韦酯、盐酸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

等三个药品的国家价格谈判结果，加强与省人社厅、省

医保中心等部门沟通协调，争取省医保和新农合政策支

持，实现３个国家谈判药品上网采购。三是落实国家定
点生产药品采购。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四部门公布

的地高辛口服溶液、复方磺胺甲唑注射液、注射用对

氨基水杨酸钠３个定点生产品种的中标生产企业、供货
区域及统一采购价格，积极协调引导生产企业指定配送

企业并建立配送关系，所有品种实现上网采购。２０１６
年，全省共采购药品５８６６６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３７１５亿元。１９８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
８８６６亿元，其中采购基本药物７７８９亿元，非基本药
物１０７７亿元；４０３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采购药品
４９８００亿元，其中采购基本药物５４４６亿元，非基本药
物４４３５４亿元。

三、扎实开展药品集中采购。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

分两批推进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药品实现上网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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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直接挂网采购

的１３１１个产品省级入围结果公布后，组织各地开展市
级医联体带量采购工作，将各市谈判结果在省药采平台

上公布并与省医保部门沟通对接，做好报销政策的衔

接。同时做好上线采购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中标生产

企业建立配送关系，按照相对集中的原则，选择服务能

力强、信誉好的配送企业，促进配送关系相对集中；另一

方面按照结算主体与合同签订主体一致原则，组织县

（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分别

与中标企业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及廉洁购销合同，明确购

销双方责任和义务。９月，全省１３个设区市的价格谈
判结果全部实现上线采购。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采购金额 ２８３亿元，配送率
９６１１％。第二批药品采购稳步推进。按照药品集中采
购工作流程，完成第二批竞价、议价、限价挂网采购药品

的企业及产品资质材料报送，产品资质审核和公示确

认，产品最低价申报、上限价制定和公示等工作。在集

中采购过程中，注重完善制度，加强监管，确保各环节工

作规范有序。多次召开省药品集中采购评审委员会，依

据《２０１５年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对各类产
品的资质审核认定规则、上限价制定规则等进行明确和

细化。同时，为规范操作程序，研究制定国家级奖项产

品资质认定专家评审办法、企业及产品资质审核申投诉

事项处理办法以及最低价申投诉事项处理办法等，切实

做到以制度管事、管人。每次评审会和评审专家的抽

取，均由评审监督委员会派员全程监督，确保评审工作

全过程公开操作、阳光透明。据统计，在规定时间内，共

有２５６６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报名，审核通过２４６３家；
投标企业共申报产品２８６５９个，审核通过２６５０３个；企业
共完成网上信息确认投标产品２５４９５个。

四、规范高值医用耗材日常采购。一是推进第一批

６大类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采购。２０１６年，共有１９６家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向 ３５８家配送企业发送采购订单
１０４５３笔，采购金额１９４４亿元，采购品种１０８７个，涉及
１００家生产企业。二是强化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监管。
督导各地各医疗机构落实《江苏省高值医用耗材供货

企业配送积分管理暂行办法》，不断强化省市县三级联

动监管机制。三是规范高值医用耗材备案采购。针对

部分医疗机构反映现有入围产品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

求，以及新产品亟待应用临床的问题，印发《关于做好

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备案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对

备案采购的基本原则、适用对象、采购范围及程序等进

行明确，规范医疗机构采购行为。同时，为适应高值医

用耗材产品升级换代快、企业生产整合重组等客观情

况，出台《关于加强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中标（入围）

产品信息变更管理的通知》，对高值医用耗材生产企业

名称变更、生产企业主体变更、产品注册证变更和进口

产品总代理商（一级代理商）变更等四种情形作明确规

定，规范企业产品信息变更行为。

五、提高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水平。一是加强采购平

台标准化建设。本着按需而设、服务采购的原则，新开发

市级价格谈判和短缺药品报送等模块，搭建高值医用耗

材监管系统，实现对采购、供应等行为全程动态监管，为

阳光采购提供技术支撑。当年被国家卫生计生委列为高

值医用耗材采购数据交换试点省。二是加强药物政策研

究。坚持问题导向，以服务决策和解决基层实际问题为

主要目的，围绕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合理用药分析及药品

采购配备使用等重点、难点问题，确定６个方向的研究课
题并面向全省组织申报。共收到来自高等院校、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等单位的研究课题申请４８项，经
专家评审，对其中的１６项研究课题予以立项。当年，所
有立项课题均完成结题。三是提高药政管理水平。针对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药政管理人员调整的现状，举办全省

药物政策培训班，邀请来自国家部委、省相关部门、高等

院校的领导和学者，分别就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公立

医疗机构共同体药品集中采购和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药

品医保支付、药品集中采购等相关政策展开集中培训，提

升全省药政系统药物政策理论水平。

（束一平　崔　林　王　 ）

【加强短缺药品保障】　针对临床必需药品供应紧张甚
至短缺问题，通过完善制度建设，严格监督管理等措施，

进一步提高短缺药品保障水平。一是完善短缺药品监

测预警机制。在市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各医疗卫生机

构每季度报送短缺药品信息的基础上，会同省商务厅、

省食药监局遴选江苏省医药公司等３５家规模大、覆盖
面广、管理先进、诚信等级高的药品经营企业作为监测

哨点，将短缺药品监测从卫生行业前移到流通领域，提

高短缺药品监测精度和预警能力，实现短缺药品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同时，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部署要

求，在省内遴选１５家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短缺药品监测
点，做好省采购平台短缺药品信息报送功能的开发，每

月定期汇总短缺信息并上报国家药管平台。二是梳理

分析短缺药品信息。当年共收到配送企业上报３１５条
信息涉及短缺品种１９４个、相关企业１２７家；各设区市
上报８６９条信息涉及一类短缺７６５条、二类短缺５９条、
三类短缺４５条，涉及短缺品种３６７个，涉及三、四季度
连续出现的短缺品种７４个；国家１５个监测点５２０条信
息涉及短缺品种２１５个、相关企业１７６家，以上三条途
径中均涉及的短缺品种有４９个。为进一步发现、处理
临床短缺药品提供有力数据支撑。三是优化短缺药品

储备点布局。会同省商务厅、食药监局开展新一轮省级

短缺药品承储企业遴选，经对企业客观指标和主观陈述

两个环节评审，确定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南京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和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３家企业为全省
新一轮短缺药品承储企业。四是建立企业责任约谈制

度。为进一步规范集中采购药品（耗材）履约配送，出

台《江苏省药品（耗材）生产配送企业责任约谈制度（试

行）》，制度明确约谈主体、约谈对象及应当约谈的八种

行为。省药采中心联合省物价局、省食药监、省医保中

心等部门，对因企业自身违规行为造成临床必需产品全

省性短缺的天津金耀、上海禾丰等６家生产企业进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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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约谈，并将约谈结果纳入医保支付监控和价格监管。

南京市、淮安市、盐城市等对辖区内存在药品供应问题

的生产企业开展市级约谈。

（崔　林　张宜启）

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工作综述】

一、依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一是及时修订《条

例》，落实实施方案。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５日，省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

及《江苏省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方案》，３月３０日，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的决定》。二是制订系列文件，强化保障措施。省

委、省政府制定出台贯彻中央《决定》的意见，省政府与

各市政府签订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召开全

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进行部署，省卫生计生委制定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等系列

文件，为政策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加强宣传引

导，全面解读政策。省统一制作政策宣传片、政策问答

与图解等宣传品印发各地，《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第

一时间对政策实施做了详尽解读，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全面准确解读政策，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四是做好政策

衔接，确保平稳实施。明确全面两孩政策及省《条例》

实施前后各项计划生育政策衔接的具体规定，及时组织

各地培训，统一政策口径，指导各地落实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配套政策规定，妥善处理好计划生育政策衔接问

题。五是关注民众建议，完成议案提案。会同相关部门

完成省人大关于转请办理议案情况的办理，代拟《关于

全面实施两孩政策 修订〈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省政府，并经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一是坚持改革创

新，建立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下发《关于建立完善

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生育登记的对象

和程序，修订再生育审批相关制度规范，大力推进网上

办事，全面推行承诺制度，落实信息公开制、首接责任

制、全程代理制，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服务。２０１６年，
全省办理生育登记７５９８万件，办理再生育审批１２３２６
件。二是加强出生监测，推进信息化应用。开展全面两

孩政策摸底调查及数据测算工作，下发《关于建立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情况监测制度的通知》，建立完善政策实

施月报制度、政策实施情况动态分析制度、出生人口预

警机制，及时分析研判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实现省级

与国家计划生育信息的互联互通，全省推广应用生育登

记服务系统，推进卫生计生信息资源的整合，为加强基

层服务管理提供可靠支撑。三是加强基层基础，筑牢工

作网底。落实完善宣传倡导、依法管理、优质服务、政策

推动、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长效工作机制，稳定和加强

基层计划生育网络和队伍建设，确保基层有人管事、有

钱办事、照章理事。四是坚持依法行政，维护群众利益。

按法律法规及政策口径妥善处理日常来信、来访以及电

话咨询求决信访事项，严格规范计划生育行政行为，切

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全年办结各类群众来信１６０余
件。五是关注重点难点，开展课题研究。围绕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等主题，确定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及江苏人口发展情况报告》等９个
课题，组织开展实证性课题研究，为解决计划生育重点

难点问题提供政策支持，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建议。

三、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落实

一票否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坚持党政一把手负

总责，调整省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加强

各级领导小组的领导机制、协调机制和部门分工负责的

责任机制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决策精神，代拟落实“十

三五”目标管理责任制及创建活动等系列文件，上报省

委省政府审定印发。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对２０１６
年省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全国文明家庭、省文明家庭等

推荐候选名单进行计划生育政策审核。二是召开工作

会议，落实目标任务。４月１３日，省政府召开全省计划
生育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部署“十三

五”工作，石泰峰省长作出批示，张雷副省长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政府与各设区市政府签订了“十三五”人口

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三是命名表彰人口协调

发展先进县（市、区）。根据“十二五”终期评估验收结

果，６０个县（市、区）被省政府命名为“人口协调发展先
进县（市、区）”，３６个县（市、区）被省人口和计划生育
领导小组命名为“人口协调发展创建工作先进县（市、

区）”，在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授牌表彰。四是开

展新一轮创建活动。组织做好全国新一轮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制定下发全省新国优创建活

动实施方案，布置各地开展县级申报、市级推荐等工作，

经省级评审、国家评议，２３个县（市、区）被国家命名表
彰为２０１６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继续开
展创建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活动。五是总结

推荐先进典型。组织开展基层基础工作典型经验总结、

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典型推荐上报等工作，全省２名基层
计生干部分别获得中国人口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双十
佳”评选活动“十佳计生工作者”和“优秀计生工作者”

荣誉称号，江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获得“优秀

计生机构”荣誉称号。

（杨　柳　田增喜）

【依法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全省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决策部署，

切实抓好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政策实施平稳有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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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群众反响良好。一是制订实施方案，修改地方条

例。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５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江
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及《江苏省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方案》；３月３０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生育及奖励保障政策。新修改

的《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提倡一对夫妻生育

两个子女为重点，在生育政策、奖励扶助和社会保障制

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调整，修改完善了再婚等特殊情形

再生育规定，适度延长了婚假、产假和护理假，充分体现

生育关怀，得到群众及社会各界好评。三是制定系列文

件，完善配套措施。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贯彻中央

《决定》的意见，省政府召开全省会议进行部署，省卫生

计生委制定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工

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健

全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措施，促进相关

经济社会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衔接，扎实推进全

面两孩政策实施。四是加强宣传引导，全面解读政策。

及时编发《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专报》《重要舆情摘报》

等，准确解读中央决策精神。省统一制作微信动漫宣传

片、政策图解、宣传海报折页等宣传品印发各地，《新华

日报》等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对政策实施做了详尽解读。

省卫生计生委负责同志走进省政府网在线访谈，全面解

读全面两孩政策。各级按照省统一口径，通过多种形式

的宣传，使相关政策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五是做好政策

衔接，确保平稳实施。明确全面两孩政策及省《条例》

实施前后各项计划生育政策衔接的具体规定，及时组织

各地培训，统一政策口径，指导各地落实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配套政策规定，妥善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及《条例》

实施前后各项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维护良好生育秩

序。六是加强培训指导，落实工作任务。组织全省市、

县两级卫生计生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四批参加国家卫生

计生委举办的学习贯彻中央《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培训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的能力。在重

要时间节点，及时组织各地专题培训研讨，指导各级落

实好各阶段重点任务。各设区市、县（市、区）层层组织

培训，确保各级准确全面把握相关政策。组织做好国家

调研组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况及《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调查与督导。召开全省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情况座谈会，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分

析，推进重点难点工作落实。七是改革服务管理，推进

简政便民。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两孩生育不再审

批，制订《关于建立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指导意

见》，明确生育登记的对象和程序，改进再生育审批管

理，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大力推进网上办事，

全面推行承诺制度，落实信息公开制、首接责任制、全程

代理制，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服务。２０１６年全省办理
生育登记７５９８万件，办理再生育审批１２３２６件。八是
加强监测预警，准确把握形势。组织开展生育政策调整

摸底调查及数据测算工作，准确掌握目标人群底数，科

学预测出生人口变动趋势。建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

况监测制度，及时准确把握出生人口动态，为政府相关

部门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提供依

据。实现省级与国家计划生育信息的互联互通，全省推

广应用生育登记服务系统，推进卫生计生信息资源的整

合，为加强基层服务管理提供可靠支撑。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后，生育水平适度回升，出生结构得到优化，政策效

应初步显现。九是关注民众建议，完成议案提案。完成

省两会涉及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相关建议、提案的主办工

作，积极回应热点难点问题。会同相关部门，完成省人

大关于转请办理议案情况的办理，代拟《关于全面实施

两孩政策 修订〈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议案处

理意见的报告》上报省政府，并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曾　山）

【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３日，全
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主要任务是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

的要求，回顾总结“十二五”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情况，部署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和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扎实推进“十三五”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前石

泰峰省长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

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妥扎实有序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

持体系和治理机制综合改革，努力实现规模适度、素质

较高、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口均衡发展。张雷副省

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政府与各设区市政府签订了“十三五”人

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表彰了人口协调发展先

进县（市、区）和创建工作先进县（市、区），苏州市、无锡

市、盐城市大丰区、兴化市作了交流发言。各市、县

（市、区）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负责同志、卫生计生

委主任及省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曾　山）

【“十三五”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认真落实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要求，省政

府与各设区市政府签订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

书，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十三五”期

间落实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意见》（苏办〔２０１６〕
１７号），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创
建“十三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活动的意见》

（办政办发〔２０１６〕７３号），全面落实目标责任，推动责任
到位、措施到位和投入到位。各地先后召开计划生育工

作会议，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细化分解指标，促进

各项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落实。“十三五”期间全省计

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主要内容包括重大决策和法律

法规落实情况、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综合治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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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及考核指标落实情况等，对各设区市设置九项

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指标。

（符爱东）

【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创建活动】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要求，全面部署开

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创建活动。

全省上下联动，强化组织领导，积极开展创建活动，涌现

出一大批求真务实、成效明显、群众满意的先进典型，有

力推动了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经县级

申报、市级推荐、省级评审、国家评定，全省共有２３个县

（区、市）被授予“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具体名单如下：

南京市鼓楼区、南京市江宁区、无锡市惠山区、无锡

市宜兴市、徐州市云龙区、常州市钟楼区、常州市金坛

区、苏州市常熟市、苏州市张家港市、南通市海安县、南

通市如东县、连云港市连云区、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市金

湖县、盐城市大丰区、盐城市射阳县、扬州市邗江区、扬

州市高邮市、镇江市丹阳市、镇江市扬中市、泰州市姜堰

区、泰州市靖江市、宿迁市沭阳县

（符爱东）

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综述】

一、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保障政策。围绕全面两

孩新政，认真做好相关奖励扶助政策的有序衔接，为政

策平稳实施提供有力保障。一是应“奖”尽“奖”，进一

步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工作。２０１６年，全省农
村计划生育奖扶对象１４８６６万人，发放扶助金１４２７
亿元，全部按时拨付到位。企业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兑

现问题取得阶段性进展，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扬州、

泰州等市建立财政兜底的长效发放机制；徐州、盐城、镇

江等市积极协调奖励资金，足额发放上年度职工一次性

奖励；连云港市出台企业责任追究办法，切实保障计划

生育家庭的利益。二是应“扶”尽“扶”，全面落实计划

生育特别扶助制度。各地出台配套文件，从养老保障、

医疗保障、生活帮扶、社会关怀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

全省特别扶助对象９１３１５人，发放扶助金 ６２２亿元。
各地在县级公立医院开通“绿色通道”，给予特扶对象

挂号、取药、住院等优先服务；扬州市、连云港市等地减

免特扶对象家庭医生签约费用；无锡市组织医疗卫生机

构与特殊家庭开展结对帮扶，提供健康咨询、就诊引导、

医疗陪护等服务；苏州市对７０周岁以上特扶对象，在享
受家庭诊疗服务医保支付后，财政对个人自付部分给予

５０％的补贴。省计生协与省人寿联合开展“情暖计生
特殊家庭—生育关怀行动”，２０１６年全省各级共投入
１２２２１万元，为５２０５３名特扶对象购买住院护工保险。
各地积极筹措资金，为特扶对象购买意外伤害、重大疾

病等保险。三是应“帮”尽“帮”，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

关怀活动。继续在全省开展“连心家园—关爱计生特

殊家庭行动”，依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通过“生活帮

扶、精神慰藉、集体联谊”等形式，以点带面，帮助特殊

家庭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常州市成立“繁星公益基金”

和法律援助中心，为特扶家庭免费提供必要的帮助；泰

州市海陵区开展“博爱阳光、雨后彩虹”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心理援助行动；盐城市注册成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自助互助组织———“盐城市同行者‘失独’家庭服务中

心”；镇江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发动金山公益志

愿者团队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开展各类社会关爱活动。

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各地迅速开展特扶

人员建档入库、明确“双岗”联系人等工作，２０１６年底全
面完成特殊家庭信息收集录入工作。

二、持续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２０１６年，
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０７，较２０１５年稳中有降。一
是用好监测预警机制。以全省妇幼住院分娩统计数据

为基础，每半年汇总分析出生人口信息，及时捕捉部分

地区性别比升高苗头信号。以县（市、区）为统计单位，

及时反馈通报，对性别比不降反升、长期居高不下的单

位标红警示。对“十二五”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情

况进行通报，约谈重点地区分管领导，限期改变后进状

态。二是倡导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充分利用网络、电

视、报刊、广播等媒体，宣传普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及

“两禁止”等法律法规。无锡、常州等地创新宣传形式，

制作打击“两非”动漫宣传片和漫画宣传卡片，扩大社

会影响力；淮安市开展“圆梦女孩”“关爱女孩携手行”

活动，为计生困难家庭女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近３０万元。
三是严肃查处“两非”行为。举办“两非”案件信息管理

系统专题培训班，提高条线工作人员运用和管理系统水

平，及时跟进线索，加强区域协作，落实惩戒措施。

三、全面开展幸福家庭创建。一是统筹推进家庭发

展能力建设。将幸福家庭创建融入“健康江苏”部署，

有机整合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各项工作，推动创建活动深

入开展。开展２０１６年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为
研究制定全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政策打下基础。二是

持续发挥示范效应。经过县级申报、市级审核和省级遴

选，命名南京市栖霞区等１３个县（市、区）为全省第三
批幸福家庭项目县。以全国首届“幸福家庭”和“敬老

文明号”评选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评选和宣传群众身

边的幸福家庭先进典型，全省共有５户家庭被评为“全
国幸福家庭”、１２家单位入围“全国敬老文明号”。三是
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手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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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口文化园等多种途径，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

容，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幸福家庭建设

的热情。各地利用“５．１５国际家庭日”“５．２９协会会员
日”、母亲节等重要节日开展大型广场活动、摄影大赛、

文艺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四是不断提升家庭发展

能力。在盐城大丰区召开“新家庭计划”等国家项目试

点地区经验交流会，总结“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

建设”等项目试点经验，带动全省面上工作。

四、探索推动医养结合工作。一是试点先行求突

破。苏州、南通、南京三市被国家确定为医养结合工作

试点市。苏州各级财政对为老年患者建立家庭病床的

机构每月每张床位给予运行补贴２００元，对新建养老机
构内设护理站给予建设经费 ５０％补贴。南通市出台
《关于建设基本照护保险制度的意见（试行）》，自２０１６
年起，对符合重度失能标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

护的参保人员，财政对其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全额补助。

二是暖心关爱保重点。各地在推动医养结合工作中，围

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最关心的养老问题，暖心关爱，优

先考虑特殊家庭老年人。常州市与养老公寓合作，切实

保障特殊家庭失能、半失能老人优先入住；在常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建立常州市特殊家庭康

健服务中心，为计生特殊家庭提供家庭式日常就医

服务。

（王　红　邬巧云）

【全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会】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
全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各设区

市及昆山、泰兴、沭阳县（市）卫生计生委分管领导、相

关处室负责人，省、市计划生育协会负责人，省卫生计生

委有关处室参加会议。会议认真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工

作会议和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要求，总结２０１５年计
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研究部署２０１６年工作任务。会
议要求，要按照中央《决定》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全省卫生计生中心工作，以增进家庭和

谐幸福为主线，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加大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力度，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

比，开展幸福家庭创建活动，全面提升江苏计划生育家

庭发展工作水平。会上，南京、南通、泰州、盐城等市作

交流发言。

（王京玲　邬巧云）

【全省“新家庭计划”等国家试点地区经验交流会】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日，全省“新家庭计划”等国家试点地区
经验交流会在盐城大丰区召开。会议总结了“新家庭

计划”“科学育儿”“青少年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家庭

养老照护”等试点地区经验，部署近阶段全省幸福家庭

建设及项目试点工作重点。会议要求，全省各级计划生

育家庭发展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为试点工作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扶助壮大项目试点，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加强协调，形成品牌，努力开创计

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新局面。与会代表参观了国家

“新家庭计划”盐城市大丰区恒北村项目建设情况。淮

安市、南京市栖霞区、常熟市、盐城大丰区等单位做交流

发言。

（王京玲　邬巧云）
【２０１６年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　２０１４年起，国
家卫生计生委正式启动了“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调

查”，２０１６年是首轮追踪调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省卫生计
生委启动“２０１６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
完成江苏１５个样本县（市、区）、７５个样本村／居１５００
户家庭的调查任务。为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江苏调查

任务，各样本县周密安排，以良好的专业素质体现了江

苏卫生计生工作水平；各级督导员认真做好质量控制工

作，确保问卷填报质量；相关处室精诚协作，调查取得了

良好成效。

（邬巧云）

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

【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综述】　全力推进流动人
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将推进流动人口基

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纳入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和

“健康江苏”建设大局，纳入江苏省“十三五”卫生与健

康事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目标任务落实。加强对各设

区市及均等化重点联系县（市）的指导和督查，推动各

级卫生计生部门进一步建立机制制度、创新措施手段、

加强目标管理评估。会同省农民工办、综治办、民政厅

等部门，对南京、苏州、常州、徐州、南通、盐城等市均等

化工作进行督导评估，同时在全省开展自查自评，有效

促进均等化工作落实。各地均等化工作机制逐步建立，

均等化服务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

效推进。江苏推进均等化工作经验做法在全国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会上作经验交流，全国流动人

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经验交流会在苏州召

开，苏州市作交流发言，无锡市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

发布会、全国市县卫生计生部门主要负责人培训班上就

均等化经验做法进行交流。

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按照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要求，调整江苏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

系统一孩生育服务模块功能，取消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不相适应的信息交换内容。制订流动人口生育登记服

务规定，指导基层落实流动人口生育登记服务要求，规

范办事流程，实行承诺办证和首接责任制。全面推进流

动人口电子婚育证明应用，启动网上办理、查验流动人

口电子婚育证明功能，实现省内流动育龄妇女婚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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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共享、外省流动育龄妇女婚育信息实时查询。强化

网上协查和信息交互，加强与流出（入）人口较多的省、

市、县信息交互协作，建立常态联系制度。

认真落实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计划。制订下发

《江苏省实施〈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工作内
容及方法步骤。开展健康促进示范企业、学校和健康家

庭建设活动，努力提升目标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苏州

市和昆山市选送案例被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评

为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典型优秀案例。各地在流

动人口集聚区建设康健驿站、健康服务中心、社区活动

中心等服务平台，为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工作提供

阵地保障。

完善信息系统，规范统计和动态监测工作。优化江

苏省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实现系

统信息采集、录入、报送、统计、监控等功能开发，信息化

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展信息系统数据核查工作，对近

４００万份流动人口个案信息进行质量核查，近１６０万份
个案信息经核查比对后导入数据库，提高信息系统数据

准确性，保证系统正常运行。认真落实信息系统管理和

统计报表规定要求，信息协查、反馈及时高效，全省平均

协查反馈率达９５％以上。开展２０１６年流动人口卫生
计生流出地动态监测调查和流入地动态监测调查，对全

省１３个设区市２５个县（市、区）４５００个家庭户开展流
出地调查，对全省１１个设区市６１个县（市、区）８０００个
家庭户开展流入地调查。加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分析应用，完成流出地和流入地数据分析和研究报告，

为指导工作、正确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着力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促进工作。会同江苏

省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留守儿童健康促

进项目工作的通知》，明确新一轮健康促进项目试点工

作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和总体安排。制订下发《关于

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爱工作的通知》，召开留守儿

童健康关爱工作座谈会，全面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

爱工作开展。实施２０１６年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省级
师资培训，开展新增项目县留守儿童健康促进基线调

查，指导先行试点县拓展实施项目，惠及更多留守儿童。

编印《江苏省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指导手册》，为留

守儿童健康促进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留守儿童健康促

进项目工作得到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充分肯定，

沭阳县在国家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育项目启

动会上作交流发言。

（赵恒松　谢翠香）

【开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督导评

估】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２—２６日，省卫生计生委会同省综
治委、农民工办、民政厅组成联合督导评估组，分别对南

京、苏州、常州、徐州、盐城、南通等６个设区市１２个区
（市）的４８个社区工作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
预防接种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等单位（机构）进行流动

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督导评估。评

估组采取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召开座谈会、现场察看

（访谈）及数据比对等形式，对有关工作给予评价打分，

评估结束后对有关区（市）写出综合评估报告，评估工

作取得预期成效。

（赵恒松　谢翠香）

【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爱工作】　全面部署，落实
责任。将农村留守儿童健康促进和关爱工作纳入全省

卫生计生整体工作，推动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关注留守

儿童健康问题，形成统筹安排、统筹推进的工作格局。

专门下发《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农村留守儿童

健康关爱工作的通知》，明确责任领导、工作目标和要

求，进一步细化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在农村留守儿童健康

关爱保护工作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工作责任、工作举措。

同时，内部强化卫生计生系统１１个相关职能处室和委
属５家相关单位的任务分工；外部主动与民政、教育等
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积极推动社区、企业、学校、家

长等共同关心留守儿童健康，形成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的社会氛围。强化保障，提升能力。一是典型引路。

针对实际情况，在苏北、苏中留守儿童较多的地方确定

了１２个健康促进项目县，省级财政投入项目经费１２０
万元，积极开展留守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机制、工作内容、

工作方式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为全省开展留守儿童健康

促进工作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二是开展基线调

查。按照留守儿童项目管理要求，省卫生计生委、省计

划生育协会会同相关专家选取部分新增加的项目县农

村留守儿童占比较多的９年制学校三、四年级和七年级
共约１８００名留守儿童，通过问卷调查、座谈、实地调研
等方式，摸清留守儿童健康知识了解情况及项目县（学

校）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实施情况，并撰写留守儿童

生存状况分析研究报告，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奠定良好基础。三是有针对性地开展人员培训。

对苏北五市卫生计生委分管领导、流动人口处处长、计

生协会负责人以及１２个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县卫生
计生委、教育局、项目学校等相关人员进行留守儿童健

康促进工作培训，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分别就留守儿童健

康促进项目管理及如何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留守儿童心理咨询、学校卫生与安全监督、留守儿童院

前急救意识、自救互救能力提升等作专题讲座，进一步

提升留守儿童健康促进工作能力。四是充分发挥群团

和志愿者作用。特别是发挥计划生育协会在留守儿童

健康现状调查、工作研究、开展相关活动方面的优势，取

得较好的效果。五是加强工作指导。编印《留守儿童

健康手册》和《江苏省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指导手

册》下发到基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学校老师、社区工

作者以及留守儿童家长，为进一步提高留守儿童健康素

养和提高基层工作水平提供有效指导。

加强督查，抓好落实。采取专门督查与结合其他工

作开展督查的方式，对全省留守儿童健康促进工作的机

制建设情况，工作进展情况，工作措施及保障情况，不定

期开展督导检查，同时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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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确保《江苏省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的农村留守儿童

保健服务、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强制报

告、医疗救治、评估帮扶等工作要求和工作责任落到

实处。

（王咏梅）

【开展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工作】　２０１６年
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涉及流动人口家庭基

本情况、流动趋势和居留意愿、就业特征、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利用以及婚育情况、计划生育服务等内容，同时抽

取１０％的样本以长表的形式开展流动人口健康素养专
题调查。江苏省有１１个设区市参与本次调查，共涉及
样本点４００个，样本量８０００份。

严把关键环节，抓好组织实施。一是抓好抽样框编

制环节。调查乡镇必须进行流动人口数目核查，调查村

居必须实地入户走访后再编制调查对象花名册，抽样框

编制完成后必须逐级审核，确保上报抽样框与现实状况

的一致性。二是抓好调查员培训环节。培训师资必须

为国家师资，所有调查员必须参加培训，培训中做到问

卷要讲透、方法要介绍、操作要练习、核查要教会、技巧

要传授。同时编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应知应会手册》

下发至各监测点，为调查工作提供指导。三是抓好现场

组织实施环节。严格执行调查进度每日统计报告、问卷

每日审核、层级监管审核等监管制度，确保调查工作有

序推进。同时组织人员对样本点多的设区市和调查能

力相对较弱的设区市进行督查和帮带，提高调查质量和

工作效率。

加强督导评估，提高调查质量。５月下旬，召开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质量评估会，从４００个样本点、３９５
份社区问卷、８０００份个人问卷中抽选社区问卷３９５份、
个人问卷４００余份，进行现场数据质量评估。评估内容
主要为容易出现逻辑错误的个人问卷１７项内容，社区
问卷１４项内容，电话回访调查员１５项内容、回访调查
对象１４项内容。通过现场评估，发现问题 ２００多个。
各地限期对存在问题进行再次走访核查。根据《２０１６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质量检查报告》评

估结果，江苏省调查问卷总误差率列第六名，徐州市铜

山区、如皋市、兴化市等９个县（市、区）实现个人问卷
和社区问卷零差错率，在国家县级排名中并列第一名。

加大数据开发，推进工作发展。与南京医科大学合

作对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

究，形成《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水平及其社会经济

差异研究》《流动范围视角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利用研究》等政策研究报告。各设区市也形成了具

有本地特色的研究报告，南京市《南京市流动人口卫生

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２０１６年动态监测调查报告》、
苏州市《关于开展流动人口健康促进项目的思考》、泰

州市《泰州市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状况评估》等

报告，为推动当地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提供

了合理的政策建议。

（谢翠香）

宣　　传
【宣传工作综述】

一、围绕重点开展医改宣传。明确２０１６年医改宣
传重点是“关注医改政策落地，追踪市县创新举措”，通

过在主流媒体开设专版、专栏、系列报道，在网络媒体开

设专网等形式，大力宣传全省深化医改工作。刊发《新

华日报》专版９个，专栏稿２８篇，中国江苏网“医改看
江苏”专网发布医改动态消息２４３条。配合中央、省级
媒体赴淮安市、镇江市、南京市开展“走基层看医改”新

闻采风活动，刊发新闻报道逾５０篇，全方位展示江苏医
改成效。中央媒体多次聚焦江苏医改进展，央视《新闻

联播》《中国财经报道》《焦点访谈》《朝闻天下》，《人民

日报》及《半月谈》等媒体多次报道江苏医改进展和创

新举措。

二、积极稳妥做好政策解读。在全面两孩政策启动

实施之际，在《新华日报》刊发权威政策问答，利用官方

网站、“健康江苏”微博微信发布政策图解、动漫公益广

告，统一向基层提供墙报、宣传折页等社会宣传材料。

指导各地广泛开展面向群众的社会宣传，为全面两孩政

策平稳落地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新闻发布和政策解读的规定，在制定发布政策文件

时，将政策解读同考虑、同筹备、同发布。比如，在发布

《江苏省第二类疫苗集中采购实施方案》同期发布政策

解读，起到了较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三、规范新闻发布。一是领导带头做好新闻发布。

国家卫生计生委举办江苏综合医改试点工作进展专题

新闻发布会，王咏红主任等５位委领导出席并回答记者
提问。全国、全省“两会”期间，王咏红主任接受媒体采

访３０余次，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期间王咏红主任出席集
体采访活动。全年出席省委省政府新闻发布活动６场，
举办新闻发布活动２４场。二是加强突发事件应对新闻
发布。盐城风雹灾害发生后，通过“健康江苏”微信、微

博每天及时发布灾区应急救治和防疫情况通报、灾后个

人卫生防病核心信息、灾区食品卫生核心信息等，被中

央和省级媒体普遍采用、广泛传播，省级以上媒体发布

新闻３０余篇。三是加大国家重大会议活动期间宣传力
度。国家卫生计生委在苏州举办“第二届中国 －中东
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期间，配合做好新闻发布工作，

并以此为契机积极宣传江苏医改、对外交流和中医药事

业进展。王咏红主任应邀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上做主旨发言，向中外嘉宾介绍江苏以深化医改推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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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无锡、苏州、镇江三市也在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上分享“健康城市”建设的举措和成效。

四、突出卫生计生典型宣传。一是组织先进典型巡

回报告。承办国家卫生计生委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报告

会２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事迹
巡回报告９场，形成了动态增长、数逾百人的先进典型
报告人才库，发挥了传播正能量、提振精气神的良好效

应。二是加强先进典型选树宣传。联合省电台组织第

三届“我身边的好医生”系列报道，整理出版前两届百

名好医生报道。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典型推选宣传活

动，树立“江苏好医生”的良好社会形象。靖江市人民

医院胡方斌荣获“全国十大最美医生”称号；胡方斌和

江苏省人民医院陈旭锋荣获“２０１５感动中国·江苏十大
感动人物”称号；常熟市虞山镇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办

公室主任何芬获评“全国十佳计生工作者”，江阴市人

口计生服务中心获评“全国十佳服务机构”，全系统还

涌现出一大批全国和省级劳模、先进工作者，中国好人、

江苏好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国和省级三

八红旗单位、三八红旗手，中国医师奖获得者和全省优

秀基层医师等先进典型。

五、创新新媒体宣传形式。创建微信、完善微博等

新媒体平台，创新信息发布渠道和内容呈现方式。２０１６
年３月正式开通官方微信“健康江苏”，功能定位为“传
递卫生计生资讯，传播健康科普知识”，分设“微新闻”

“微专题”“微故事”“微视频”四个栏目，围绕深化医

改、国策宣传、惠民举措、先进典型宣传、健康知识普及、

节日纪念日活动等推送信息。全年推送图文消息２４９
篇（微信粉丝５万余人），微博推送３０３条。各设区市、
省属单位均开通微信，初步形成了传播卫生计生正能量

的微信宣传矩阵。

（何　青　李　昆）

【中央新闻媒体集中调研采访江苏综合医改试点工作

进展】　２０１６年８月８—１０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江
苏综合医改试点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并组织人民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央视网、搜

狐网、腾讯网等３０余家中央新闻媒体记者集中调研采
访综合医改试点工作。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副

司长姚建红主持新闻发布会，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

向记者们介绍了江苏全力推动综合医改试点工作的主

要措施和工作成效。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副主

任徐东红、李少东、兰青针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

出解答。

新闻发布会前，媒体采访团先后赴淮安、镇江、南京

等地，深入基层一线，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人、基层

卫生院院长、医务工作者、患者“面对面”，对江苏优化

全省医疗资源布局，大力度补基层短板，大力度促上下

联动，提高政府投入效率和医疗资源使用效率，淮安市

筑牢网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镇江市“３＋Ｘ”家庭健康
责任团队服务，南京市医联体建设等创新亮点工作进行

深入调研和采访。记者们纷纷表示，江苏综合医改试点

工作基础扎实、亮点颇多，将认真总结整理，做好宣传报

道，将江苏的有益经验推向全国。

（李　昆）

【组织报告团赴重庆参加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

事迹报告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组织５名优秀基层
医生，赴重庆市参加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事迹报

告会。重庆市各界代表、卫生计生系统职工、媒体记者

等８００多人参加。报告会现场，报告人的生动讲述令听
众深受感动：扬州市付宝鼎医生１３年如一日，免费为一
名胸膜瘘患者“掏心”换药；徐州市陶明春医生建立工

作室、网站和微信平台，线上线下热心为群众服务；常州

市王月环医生刻苦钻研慢病管理技术，是老百姓身边的

慢病专家；镇江市杨凌医生冒雨勇救路边猝死老人，以

真诚赢得老百姓的信任；淮阴区创新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走出了强基层的“淮阴模式”；重庆市合川区乡村

医生李菊洪失去双腿却身残志坚，被称为“板凳医生”，

１５年来用手“走过”８万多公里的行医路。
（吴苏凌）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卫生计生好新闻评选】　２０１６年２月至
５月，省卫生计生委、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开展２０１５
年度全省卫生计生新闻作品评选活动。活动共收到参

评稿件１６８篇（组），其中报刊文字作品１０７篇（组），广
播电视作品３５篇，网络媒体作品８篇（组），新闻摄影作
品１８组。经评选，《端午节的生命“速递”》等 １２篇
（组）作品获得一等奖，《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治》等１９
篇（组）作品获得二等奖，《“微心愿”式幸福彰显南京特

色》等２３篇（组）作品获得三等奖，南京市卫生计生委
宣传处等１０个单位获组织奖。

（李　昆）

科技与教育

【医学科教工作综述】

一、医学科技管理

认真总结科教兴卫工程“十二五”期间成就，建设

１２个临床医学中心（高技术平台）、３６个医学重点学科
（实验室）；培育５０个创新团队（领军人才）、１４１名重点

人才。有２位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１位教授当选
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培养了３名长江学者、５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获得者（均为临床医

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３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１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４项、二等奖１０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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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国家级临床医学创新中心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个、国家卫生计生委重点实验室８个。科教兴卫工程
建设培养对象获得国家级科研课题１８２项、省部级科研
课题５３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９９８项，获得发明专
利４１１项、实用新型专利４９７项、外观设计专利２０项，发
表ＳＣＩ收录论文 ７７３６篇、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
３４５５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医学科技奖、
国家卫生计生委重点实验室、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ＳＣＩ
论文发表等指标，江苏均居全国前列。全省卫生科技创

新大会上表彰了５名杰出贡献奖、４名突出贡献奖、８名
杰出人才奖获得者，授予６个优秀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１１个优秀重点学科、１０个优秀创新团队、２０个优秀医
学重点人才荣誉称号。按照《江苏省“科教强卫工程”

实施方案》，省财政在“十三五期间”将投入３５亿元实
施“科教强卫工程”建设。共遴选出医学中心１０个、医
学中心建设单位６个，杰出人才１３名、杰出人才培育对
象８名，重点学科５０个、创新团队６６个、重点人才１２０
名、青年人才９１８名；确定省市共建临床医学中心２个、
重点学科１１个、创新团队１３个、重点人才３０名。

受理申报江苏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７８９项，评审共奖
励２６６项，其中一等奖６３项，二等奖２０３项；受理申报
科研课题招标项目２６４项，评出１５４项，其中面上课题
７４项、青年课题１８项、指导性项目２８项，信息化课题
１０项、护理学课题７项、人才管理课题１０项、医院管理
课题７项，共安排资助经费５００万元。

成立首届江苏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旨在加强卫

生标准方面研究，制定更多的江苏卫生标准，并争取更

多的江苏卫生标准成为国家卫生标准、行业卫生标准，

增强我省在卫生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培养更多的卫生

标准制定专家，适应全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对城乡基层适宜卫生技术项目资源库进行滚动更

新，新增６０项基层适宜项目，全年培训基层卫计人员１
万余名。

利用 “江苏省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管理系统”，对

７７０家实验室进行备案管理，先后组织２期实验室生物
安全培训班，对６０９名实验室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将可
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种（毒）或样本省内

运输纳入政府行政审批项目，进行集中管理。按照国家

要求重点加强新型病毒实验室活动监管和干细胞临床

研究机构备案管理工作。

二、卫生职业教育

编制全省卫生职业院校２０１６年五年制高职和高中
阶段教育招生计划，并报省教育厅和省发改委。２０１６
年，全省卫生职业院校五年制高职和高中阶段教育招生

计划总数９７６０人，其中，五年制高职７１３０人。继续在
南通、宿迁、徐州等地开展乡村医生定向培养工作，安排

农村医学专业招生计划６００人。开展卫生类现代职教
体系试点，江苏护理职业学院等５家卫生高职院与江苏
省宿迁卫生中等专业学校等７家中等卫生学校开展中
职高职衔接“４＋２”“３＋３”培养工作。

三、毕业后医学教育

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国医师协会对江苏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无锡市人民医院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专家组实地考核评估。国家

卫生计生委下达我省２０１６年住院医师招录计划４９００
人，实际完成招录西医学员５２６０人（全科７０２人、儿科
２５８人、精神科８０人）。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
制订《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人事管理若干

意见（试行）》，加强全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在接

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的人事管理，有效保障其合

法权益。组织制订《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项

资金管理方案（试行）》。委托省医师协会成立省级住

院医师培训专家委员会，对３０家国家基地进行督导检
查，作出撤销１个专业基地、限期整改３个专业基地、点
名提醒４个专业基地的处理意见，并对２９家国家住培
基地存在的问题逐一列出清单。开展全省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管理研究，组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课题

招标工作，收到申报课题 １１４项，经评审对 ７０项课题
予以立项。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带教师资培训，委

托省医师协会举办泌尿外科、风湿免疫科、儿科、耳鼻咽

喉科、麻醉科、内分泌科、儿外科７个专业师资培训班，
培训带教师资７０５人。委托省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培训
全科考官２７２人、全科带教师资７４３人。按照国家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对口支援工作要求，与西藏自治区卫生

计生委签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援藏工作帮扶协

议”，接收４４名新疆籍住院医师学员和１名新疆籍住院
医师带教师资到江苏接受培训；安排江西省县级公立医

院骨干师资到省内６所三甲医院开展进修。
四、继续医学教育

公布２０１６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４６２项、备案项
目３０２项，省级继续医学教育６４３项、备案２９３项。对
外省异地举办项目完善备案手续。按照１０％比例抽查
全省举办的继续医学教育１００项。２０１６年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单位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６７８项、培训卫技
人员１２５６９３人次；举办省级继续教育项目７０５项、培训
卫技人员１２６９２１人次。

五、人员培养培训

制订基层卫生人才培训工作方案，培训基层卫生人

员１２３２９人，其中，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人员４５８
人，全科转岗培训９０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组织９８５名乡镇卫生院骨干医师到市、县医疗机构开展
务实进修，７８５４名乡村医生到乡镇卫生院进行实用技
能进修、对３９２７名乡村医生开展安全用药知识培训。
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联合省教育

厅、省人社厅下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确定２０１６年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免费培养招生计划１４４９人，涉及１２个省辖市、４４
个县市区和１个省管县。省财政按照本科生１万元、专
科生９千元下达年度补助经费。

（潘　睿　顾　丰）

·２３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国际（港、澳、台）合作

【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综述】

一、出访交流

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继续加强因公出

国（境）管理，从严审核因公出国（境）团组。经省政府

批准，共有３２０批６９７人次执行出国（境）任务，其中出
席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１７２批３５６人次；出国进修与培
训、科研合作１４８批３４１人次。出国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１批１６人。

二、来访与接待

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丹麦、

日本、韩国、英国、荷兰、泰国、瑞典、柬埔寨、以色列、捷

克、芬兰、比利时、桑给巴尔等国家（地区）和世界卫生组

织的官员及港澳、台湾地区的客人１５３批５６１人次。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２０日，协助国家卫生计生委在苏

州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

国家卫生计生委、江苏省政府、各省市卫生计生委负责

人、主要医疗和学术机构代表３５０余人，来自中东欧国
家的卫生部长等高级官员、驻华使节、医疗和学术机构，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驻华代表等１５０余人出席论
坛。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捷克共和国总理博胡斯

拉夫·索博特卡、匈牙利人力资源部部长本奇·里特瓦

瑞、江苏省省长石泰峰和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３月１７日，在省外办的统一
安排下，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润明一行１３人到访省
卫生计生委，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卫生交流，落实《热带

病防控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内容等进行了友好协商。

启动“中柬热带病防治和研究合作中心”建设，加强热

带病防治合作。当年１２月，由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和省
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共９人组成的医疗卫生专家组再
次赴柬埔寨开展医疗巡诊。

５月２６日，与新加坡共同举办江苏—新加坡医养
结合交流会，新加坡卫生部代表团一行３３人参观了南
京市秦淮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省老年公寓。

受商务部委托，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分别于６月
１８日—７月８日、７月１０日—８月６日、８月 １７日—９
月２７日、１０月１０日—１１月２０日承办了４期发展中国
家官员研修班，来自亚洲、非洲、美洲２５个国家和地区
的１４０名从事疟疾、血吸虫病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治疗
的管理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

三、友好省州卫生合作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８—２９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卫生
部部长吉尔·轩尼诗一行应邀访问江苏。王咏红主任与

代表团一行进行工作会谈，表示将继续加强与澳方在卫

生改革、医院管理、医学研究、慢性病管理、健康促进、社

区和居家养老、血液产品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深度

合作。轩尼诗部长表示将以此次会谈作为新的起点，落

实好双方去年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内容，全力推动江苏省

与维多利亚州的卫生合作，愿意与江苏分享在社区医

疗、公共卫生和医院管理等领域的经验。轩尼诗部长一

行参观了南京鼓楼医院，见证南京鼓楼医院与维多利亚

州皇家墨尔本医院续签合作备忘录。

４月２０日，“北布拉邦省与江苏省生命科学与健康
交流会”在南京召开，荷兰北布拉邦省副省长保利一行

１８人参加会议，双方商定将进一步推动江苏与北布拉
邦省在生命科学和健康及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９月２２日，省卫生计生委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在南京共同举办“江苏省—维多利亚州社区卫生服务

交流会”，张雷副省长和维多利亚州安德鲁斯州长分别

致辞。会议邀请了维多利亚州专家、学者就澳大利亚社

区卫生服务模式、政府对社区卫生机构监管、医疗机构

间转诊制度、全科医师培养等进行专题讲座，并与江苏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进行面对面互动交流。

１０月１０日，汪华副主任率团访问丹麦首都大区，
落实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与丹麦首都大区签署的卫生合作备
忘录有关公共卫生内容。

１０月２４日，省卫生计生委和英国埃塞克斯郡政府
共同在南京举办医疗卫生信息技术交流会。会上，江苏

以及埃塞克斯郡医疗卫生信息技术专家做了专题讲座，

会后，部分三级医院代表与英国医疗卫生信息技术人员

开展“一对一”交流活动，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卫生信息

领域的务实合作。

１１月２２日，丹麦首都大区工业发展委员会主席高
贺先生率医疗卫生代表团访问省卫生计生委。丹麦方

面希望在快速康复手术、模拟器培训、糖尿病治疗和

１８１３患者筛选系统方面与江苏开展合作。
继续深化与新加坡、瑞士沃州、韩国忠清南道的卫

生计生合作，深化在卫生改革、重大疾病防控、人员交

流、人口发展等方面的合作。

四、援外医疗工作

完成第１２期援圭亚那医疗队的培训、派出和第１１
期援圭亚那医疗队的回国总结。完成第２７期援桑给巴
尔、第１３期援圭亚那和第１３期援马耳他医疗队的组队
选拔工作。组织人员分别赴南京、连云港两地选拔和面

试队员，从当地推荐的１３０多名候选人中选拔了４３名
预备队员。自７月份起，组织预备队员在当地开始为期
６个月的业务培训和为期２个月的在职英语培训。

继续开展受援国医疗中心建设。完成了桑给巴尔

“中国医疗队眼科中心”和圭亚那“中国医疗队微创外

科中心”设备的更新。５月２９日—６月６日，组派医疗
专家组赴桑给巴尔开展义诊活动，完成１００多例白内障
复明手术、２００多例疑难眼科和妇科疾病的会诊，成功
开展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以及巨大盆腔肿瘤、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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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困难子宫切除等手术，修复医疗设备３０多台。专家
组还开展学术讲座，组织医院查房和疑难病例讨论，受

到了当地以及来自美国、德国、丹麦、荷兰等国的医护人

员和医学生的热烈欢迎。

援外医疗工作得到社会与政府认可。中央电视台

先后６次报道援圭亚那医疗队、９次报道援桑给巴尔医
疗队、１次报道援马耳他医疗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马耳他时报》头条整版长篇报道了第１２期医疗队精
湛的医术、优质的服务。圭亚那最大报纸《圭亚那时

报》对医疗队开展的脊柱手术进行重点报道。

省委书记罗志军一行访问桑给巴尔时，专程赴医疗

队驻地看望第２６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高度赞扬队员
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肯定援外医疗队

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实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称赞

医疗队党建工作是 “两学一做”鲜活的事例。

３月２４日，应桑给巴尔政府邀请，第２６期援桑医
疗队全体队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谢因总统就职典礼。

６月２９—３０日，张雷副省长一行访问马耳他，看望
第１２期援马耳他医疗队。
９月２４日，正在圭亚那访问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崔丽一行，专程到医疗队驻地看望队员，并参观了

由江苏援建的中国医疗队眼科中心、微创外科中心。

五、支撑计划

１月２１日，举办江苏—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项目总
结会，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董事会项目总监李世诚、南洋

理工学院项目负责人、部分老师和来自南京、徐州、苏州

和南通地区的２０家项目医院和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员参加大会。据统计，受训学员回国后已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提出了３００多项改进方案并在有序实施。新加坡
客人还赴省人民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进行了项目现场验收。会后，省卫生计生委与新加坡淡

马锡基金会、南洋理工学院共同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９月２７日，在南京举办江苏赴德国研修项目总结
交流会，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雷根斯堡大学附属医院、

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的８位德国知名医学专家以及赴
德国研修生、派员单位分管领导参加此次大会。在宁期

间，德国专家代表团还分别与省人民医院、南京鼓楼医

院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参观省中医院。

完成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卫生国际（地区）交流支撑计
划派出工作。１１０名医护人员完成研修任务按时回国
（境）。其中，两岸医护项目３批３２人、中德临床交流项
目１１人、青年医师中德临床交流项目９人、江苏—日本
国际协力中心项目９人、江苏—德国巴符州卫生交流项
目１１人、中意专科医师交流项目１１人，韩国京畿道项
目７人，江苏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卫生交流项目
２人、江苏—英国埃塞克斯郡卫生交流项目４人、自选
项目１４人（其中专项课题组２个５人）。启动２０１７年
全省卫生国际（地区）交流支撑计划申报工作，拟选拔

各类出国（境）学习进修人员１１０名，拟资助８名左右国
（境）外一流专家来苏。

六、其他工作

强化对因公出国（境）的过程监管。按照有关要求

严格控制出访团组。对委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出访

管理关口前移，实行预审制度。对各单位所有公派出国

人员，严格要求从因公渠道办理护照签证手续。完成委

直单位３５８批７９６人次出国（境）任务的审核报送工作。
完成委机关１６个团组的公示、报批、送签和出访工作。
认真执行经费管理制度。加强因公出访人员的出国

（境）前教育。每批团组出访前，进行外事纪律、涉外安

全、保密和礼貌礼仪等教育，明确团组成员的责任。同

时，加强对公务护照的管理。

（石志宇　王慧银　邢　燕）

【王咏红主任率团访问桑给巴尔】　６月２日，王咏红主
任陪同省委书记罗志军一行访问桑给巴尔，会见桑给巴

尔总统谢因。在桑给巴尔第二副总统伊迪的见证下，王

咏红主任与桑给巴尔卫生部首秘祖玛共同签署了卫生

合作备忘录，并代表省卫生计生委向桑给巴尔卫生部以

书面形式捐赠了眼科和微创外科器械和药品。

在慰问第２６期援桑医疗队员时，王咏红首先代表
省卫生计生委和全省卫生计生工作者对全体援桑医疗

队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对医疗队员们舍小家为大家、无

私奉献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她充分肯定一年来援

桑医疗队所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援桑医疗队为桑给巴

尔人民健康和我国外交作出的贡献，希望大家按照罗志

军书记的要求，继续发扬援外医疗队的优良传统，团结

一心，开拓创新，努力开创江苏援外医疗工作的新局面。

（石志宇　王慧银　邢　燕）

【江苏省援圭亚那医疗队轮换】　江苏省承派的中国第
１１期援圭亚那医疗队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８日圆满完成为
期两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回国。自２０１６年起，援外医疗
队派遣方式改为一年一派。根据中圭两国政府关于中

国派遣医疗队赴圭亚那工作议定书要求，由淮安市组派

的１６名同志组成第１２期援圭亚那医疗队，该队于２０１６
年６月１２日由上海出境，接替第１１期援圭医疗队，开
始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两年来，第 １１期援圭亚那医疗队共诊疗患者
４１３５０人次，诊治门急诊患者３８８３７人次，手术患者
６３６１人次，开展新技术３３项，其中骨科、普外科、眼科
等在圭亚那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多技术填补了圭亚那医

学空白，圭亚那最大报纸《圭亚那时报》对医疗队开展

的脊柱手术进行重点报道。共抢救危重患者２６１１人
次，ｏｎｃａｌｌ３１５２人次，麻醉４３２１人次，病理切片发送报
告量６４１３例，放射发送报告１４８２６例。

江苏省第１２期援圭亚那医疗队队员名单：
陈连华　女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

医师

赵　耀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胃外科副主任
医师

万　能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主
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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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峰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
医师

李晓峰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束晓明　女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

医师

张　钧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
医师

耿敬标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
医师

吴　健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副主任
医师

石殿虎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膳食科高级工
左洪生　男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

医师

薛　红　女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主治
医师

孙美玲　女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
医师

沙　宁　男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张爱林　男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后勤保障部中

级工

胡　勇　男　淮安市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
陈连华　女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

医师

赵　耀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胃外科副主任
医师

万　能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主
治医师

季　峰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
医师

李晓峰　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石志宇　王慧银　邢　燕）

【中非公共卫生合作】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受国家卫生计生
委委托，江苏承担了“中国—桑给巴尔—世界卫生组织

三方合作控制与消除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项目”，由省血

吸虫病防治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２０１６年６月，商务部援外招标中心举行援桑给巴
尔血吸虫病防治技术合作项目的竞争性谈判，省血防所

中标。项目为期三年，江苏将派出６批专家组赴桑给巴
尔，每批专家组由５～６人组成，在国外工作时间为６个
月。８月，桑给巴尔卫生部副首秘阿卜达拉女士率团访
问江苏，与省卫生计生委以及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

所和相关企业就项目实施计划、药品生产、项目办公室

建设等举行了会谈。完成专家组人员集中培训，制定了

第一年项目工作计划，成立了项目组织机构，完成了项

目专家组在奔巴办公室和驻地的设计工作，启动改造工

程，并于１２月中旬派先遣组赴桑监督办公室、实验室及

驻地改造、设备设施的安装调试。

１２月１４日，组织召开援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合作项目启动仪式。

援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合作试点项目专家组成

员名单

第一批专家组

杨　坤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组长）
何　健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张　轩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　苏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二批专家组

戴建荣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组长）
邢云天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江成功　句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　涛　丹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三批专家组

李　伟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组长）
许大成　金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明祯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允华　常州市武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石志宇　王慧银　邢　燕）
【中非对口合作项目】　２０１４年，经国家卫生计生委批
准，南京鼓楼医院与桑给巴尔纳兹摩加医院建立对口合

作关系，完成了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包括：（１）护理培
训系列教材（中英文）：手术室管理手册、手术室护理实

践指南、手术室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２）桑给巴尔妇产
科培训教材：妇产科管理手册、妇产科护理常规、妇产科

护理实践指南。通过省卫生计生委、援桑医疗队与桑卫

生部、相关医院多次磋商，最终就培训项目、方案、目的等

基本达成一致。２０１６年６月，省卫生计生委王咏红主任
与桑给巴尔卫生部首秘祖玛先生正式签署《关于开展桑

给巴尔妇产科住院医师和手术室护士培训项目的合作谅

解备忘录》。双方商定，将重点培训桑给巴尔医院妇产

科住院医师和手术室护士，提升其技术水平，进一步降低

桑给巴尔医院孕产妇死亡人数，保障母婴安全。９月，桑
给巴尔卫生部首秘祖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江苏，落实合

作谅解备忘录相关要求，与省卫生计生委就项目的组织

和人员的选拔、培训、考核等进行了友好协商。１１月５
日—１４日，省卫生计生委组派南京鼓楼医院专家组赴桑
给巴尔正式启动培训项目。专家组还与桑卫生部、纳兹

摩加医院和相关科室负责人分别举行工作会谈，就项目

实施方案、人员管理、培训证书认证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

论，并对桑方第一批受训人员进行了第一阶段的面授培

训和考察。１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１７日，来自桑给巴尔的６
名护理人员和５名妇产科医生在南京鼓楼医院开展为期
２１天的规范化培训，效果显著。

（石志宇　王慧银　邢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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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管理

【中医药管理工作综述】

一、中医药规划编制。组织开展《江苏省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江苏省中医药健康服务
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编制工作，年内完成规定程
序上报省政府审定。评估总结全省中医药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执行情况，研究拟定《江苏省中医药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报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计生委

等部门会审。研究拟定《江苏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

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规划》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

中医药部分内容，将中医药事业发展融入卫生与健康事

业发展大局，推动中医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中医药参与深化医改。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医

改中医药工作的意见》，推动综合医改试点各项政策措

施落实。全省建有城市区域性中医医联体３９个，以中
医医院为主的县乡村一体化医联体４５个，所有基层机
构均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基层诊疗人次

占诊疗总数的６０％。加大中医签约服务力度，推动各
地做好中医分级诊疗试点。落实人事编制和薪酬改革

试点，积极推进公立中医院人员编制备案管理，苏州和

新沂、启东、建湖等地启动编制备案管理；镇江市中医院

建立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完善院长年薪制。将中医药健

康服务项目实施情况纳入对各市重点卫生计生工作考

核指标，加强对各地各项基层中医药工作的督导。超额

完成全省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和０～３６个月儿童的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覆盖率。全省中医药参与综合医改工作

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评价。

三、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中医“治未

病”健康工程，加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制订

《省中医药局关于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在慢病管理和

社区养老等方面工作的意见》，指导各地实施好中医药

预防保健及康复服务能力建设项目。拓展中医药健康

服务领域，鼓励各级各类中医机构探索“医养结合”模

式。有１家县级中医院列入２０１６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获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８００万元。加强综合医
院中医药工作，继续实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专项推进

行动，完成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
位评估申报工作。江苏省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在全国

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会议上作交流发言。

四、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继续深入推进中医诊疗

模式创新工作，在全省大力推进中医多专业一体化诊疗

服务。２０１６年５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江苏召开诊
疗模式创新工作座谈会，江苏作为唯一试点省在会上作

经验介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改中医药信息交流》

全文刊载江苏经验成效。做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

的多专业联合诊疗项目研究工作。积极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做好阜宁县射阳县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害

伤员救治工作，阜宁县中医院、射阳县中医院、盐城市中

医院共收治１６０名伤员，占全省收治伤员的１９％；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国家中医应急救援队成功举办２０１６年度
演练工作；制订下发《关于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和传染

病中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意见》。继续组织实施

第三批５家三级中医院医疗设备标准化建设项目。遴
选７家单位开展中医院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
医重点专科建设与管理，完成“十二五”７５个省级中医
重点专科现场验收评估和确认命名工作，按要求完成国

家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年度病案首页监测工作，指导

４１个国家级重点专科做好终期验收准备。
五、中医药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完成国医大师、

全国名中医省级推荐工作，评选确定 １０名“国医名
师”。２９名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２１名全国中医护理
骨干人才、５７名省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１００名省
基层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完成培养计划顺利结业。继续

实施第二届国医大师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建设。完成

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结业考核

和继承人临床医学（中医师承）专业学位授予工作，８０
位继承人通过考核。５个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
室、８个全国和３０个省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通过验收，新建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４０个。加
强中医药医教协同工作，制订《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评估标准和评估实施方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学员人事管理办法（试行）》以及《中医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跟师学习暂行规定》等；会同省教育厅和有关高

校，研究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相衔接的政策，妥善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和问题；完成１７１４人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
试工作，新招录学员１６３６人；支持南京中医药大学落实
省局共建协议，试点开展“５＋３”为主体的中医临床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扎实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完成１１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研究室的年度考核工

作，指导研究室制订“十三五”工作规划；新增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研究室１个、省级中医康复示范中
心１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通过阶段性建设验收，
中药特色炮制基地建设进展顺利。推进中医药古籍整

理、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和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编

制江苏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获国家中药标准

化建设项目１０个，总经费５０００万元。
六、基层中医药工作。全省９９％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９８％的乡镇卫生院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扬州、
泰州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全覆盖。遴选２５个
第二批省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专病建设项目、３０
个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２２个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建设工作。完成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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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４２２个基层中医馆建设项目验收工作，遴选２４７
个２０１７年基层中医馆建设项目，督促各地组织实施。做
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工作，徐州市铜山区等

１７个区（县）获得“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常州市、南京市秦淮区、苏州市相城区、东台市４个
地区通过国家级复核，继续保持荣誉称号。

七、中医药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各地做好部分下放

中医类行政权力的承接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开展

大型中医医院巡查，完成对南京市中医院等６所中医
（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巡查工作。组织开展中药饮片管

理专项检查，全省共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３８３０个
（次）。对３所省属中医医院医用高值耗材临床应用管
理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强化医疗机构日常管理，加强中

医医疗机构和人员准入管理，完成３０所三级中医医院
联网注册信息修改、完善、移交工作。严格中医机构医

疗技术管理，进一步规范全省限制类医疗技术，及时清

理中医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情况，清查中医医疗机

构生物免疫治疗技术。进一步规范传统医学师承人员

出师考核工作，２５人通过考核获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
证书》。加强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考试基地建设，苏州市

医师资格考试基地成为第二批中医类别国家医师资格

实践技能考试与考官培训基地。会同省医考办顺利完

成２０１６年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实践技能和理论考试
工作。组织开展中医药监督知识与能力培训。培训全

省中医医政管理人员、中医药服务执法监督人员６００余
人，努力提升中医执法监督工作能力和水平。

八、中医药文化建设。连续第６年组织开展“中医
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在常州市、如

皋市、连云港市、盐城市等地开展省级巡讲活动，全省１３
个省辖市组织市级巡讲活动，市县区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各地各单位共举办中医药健康讲座１４６９场次，直接受益
群众１７１万人次。组织开展第四届江苏省中医药文化
科普宣传周活动，共有５６２家机构参与活动的组织实施
工作，派出医护、志愿者５６９６人次，直接受益群众３００２
万人次。印制“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丛

书，免费发放给群众，该套丛书被评为第２９届华东地区
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优秀科
普作品。推动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中医机构文化

建设，开展省级中医药文化基地评审，积极组织申报国家

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

九、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江苏中医药工作在第二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上作大会交流。进

一步推动江苏和泰国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来访

的泰国传统医药协会代表团连续２次举行会谈，共商合
作事宜。与来访的香港中药业协会理事长黄光辉一行

举行会谈，共商合作发展。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

药国际合作专项项目验收工作。组织专家对由江苏省

中医院承建的“中国—法国巴黎中医中心”和由南京中

医药大学承建的“中国—澳大利亚中医中心”进行评审

验收，２个建设项目均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验收。与海
南省签署合作协议，促进琼苏中医药全面协作、共同发

展。为贵州、海南省培养中医药及管理人才，组织贵州、

海南省７０名中医院院长参加江苏省２０１６年中医院院
长培训班学习，组织贵州省６０多名中医人员参加江苏
省中医院“中医黄埔培训班”培训。

（陈　燕 ）

【开展中药饮片管理专项检查】　２０１６年６—１０月，在
全省组织开展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管理专项检查工作。

制订下发《江苏省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管理专项检查方

案》以及《江苏省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管理专项检查评估

细则》，并指导各地制定具体的专项检查工作方案。在

开展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提供中药饮片服务现状调

查的基础上，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全面开展医疗机构中

药饮片管理专项检查和复查工作，组织专家重点从医疗

机构组织架构，中药饮片采购、验收、保管、调剂、煎煮以

及中药处方点评和合理应用等方面对医疗机构中药饮

片管理进行全面评估检查，确保中药饮片专项检查工作

全面、细致、深入。经统计，省、市、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组织专家组共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３８３０个（次）。
（邵淑滨　倪　杰）

【中医药监督工作】　全面加强全省中医医疗机构日常
监督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一是制订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中医医疗机构日常管理的通

知》，明确各中医医疗机构医院管理主体责任，强化医

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管理措施和手段，明确各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医疗服务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级中医医疗机构

的监督管理力度，对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予以处理，确保工作不缺位。二是根据《江苏省大型中

医医院巡查工作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组织开展大
型中医医院巡查工作，完成了对南京市中医院等６所中
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巡查，并逐一下发通报。三是

组织开展中医药监督知识与能力培训，对全省中医医

政管理人员、中医药服务执法监督人员６００余人，分三
期进行了每期五天的培训，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药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中医药基本知识、中医药监督重

点难点问题调查分析能力、中医药监督突发事件应对

能力等。通过培训，提升中医执法监督人员工作能力

和水平，确保依法审批、严格管理、规范执法，进一步

规范中医药服务和市场秩序，引导中医药服务健康

发展。

（邵淑滨　倪　杰）

【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　２０１６年７月，根据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办公室、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卫生局《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全国综合医院、专科
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申报评估工作的

通知》，组织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
范单位申报工作，经单位申报、市级预评估、省级审核等

程序，组织专家对新申报的５所综合医院和获得“全国
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称号满５年的７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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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现场评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张家港市第一

人民医院、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响水县人民医

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徐州市中心医

院、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江阴市人民医院、启东市人民

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１１家医院通过评估，被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药工

作示范单位。

（邵淑滨　周柏林　倪　杰）

【省级中医诊疗中心和中医重点专科建设】　按照《江
苏省中医临床诊疗中心管理办法（试行）》，经各单位申

报、形式审查、同行评议和专家评审咨询委员会遴选等

程序，江苏省中医院妇科被确认为“江苏省妇科中医诊

疗中心”。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中医诊疗中
心５个。按照《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分批次组织对首批“十二五”省级中医重点

专科建设项目进行终期验收。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等

７５个专科通过验收，被命名为“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
（石健峰　毕　磊）

【省级重点专科建设管理】　按照《江苏省中医重点专
科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分批次组织对首批７５
个“十二五”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进行终期验

收。经公示，确认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等７５个专科通
过验收，命名为“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

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名单（２０１６年命名）
序号 单　　位　　　 专　科
１ 江苏省中医院 皮肤科

２ 江苏省中医院 老年病科

３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内分泌科

４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外科

５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骨伤科

６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脾胃病科

７ 南京市中医院 急诊科

８ 南京市中医院 老年病科

９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妇科

１０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医院 儿科

１１ 南京市秦淮区中医医院 针灸科

１２ 无锡市中医医院 风湿病科

１３ 无锡市中医医院 脑病科

１４ 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肾病科

１５ 江阴市中医院 针灸康复科

１６ 宜兴市中医医院 儿科

１７ 徐州市中医院 风湿病科

１８ 徐州市中医院 外科

１９ 徐州市铜山区中医院 肺病科

２０ 新沂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２１ 邳州市中医院 儿科

序号 单　　位　　　 专　科
２２ 沛县中医院 脑病科

２３ 常州市中医医院 肛肠科

２４ 常州市中医医院 脑病科

２５ 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儿科

２６ 溧阳市中医院 肾病科

２７ 金坛市中医医院 皮肤科

２８ 苏州市中医医院 肿瘤科

２９ 苏州市中医医院 肛肠科

３０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肾病科

３１ 常熟市中医院 骨伤科

３２ 太仓市中医医院 肛肠科

３３ 昆山市中医医院 肿瘤科

３４ 昆山市中医医院 急诊科

３５ 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 骨伤科

３６ 南通市中医院 肾病科

３７ 南通市中医院 肺病科

３８ 如皋市中医院 妇科

３９ 海安县中医院 针灸科

４０ 如东县中医院 肛肠科

４１ 启东市中医院 耳鼻喉科

４２ 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 肿瘤科

４３ 连云港市中医院 结石科

４４ 连云港市中医院 肾病科

４５ 灌云县中医院 肝病科

４６ 淮安市中医院 心血管科

４７ 淮安市中医院 肾病科

４８ 金湖县中医院 耳鼻喉科

４９ 淮阴区吴鞠通中医研究院 乳糜尿专科

５０ 盱眙县中医院 脑病科

５１ 楚州中医院 肝病科

５２ 盐城市中医院 心血管科

５３ 盐城市中医院 脑病科

５４ 东台市中医院 眼科

５５ 射阳县中医院 骨伤科

５６ 建湖县中医院 心血管科

５７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 骨伤科

５８ 阜宁县中医院 脑病科

５９ 扬州市中医院 肺病科

６０ 扬州市中医院 骨伤科

６１ 扬州市中医院 脑病科

６２ 高邮市中医医院 肿瘤科

６３ 扬州市江都中医院 骨伤科

６４ 仪征市中医院 儿科

６５ 镇江市中医院 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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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专　科
６６ 镇江市中医院 肿瘤科

６７ 丹阳市中医院 针灸科

６８ 泰州市中医院 脾胃病科

６９ 泰州市中医院 肾病科

７０ 泰州市中医院 心血管科

７１ 靖江市中医院 骨伤科

７２ 泰兴市中医院 针灸推拿科

７３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儿科

７４ 兴化市中医院 肛肠科

７５ 宿迁市中医院 脑病科

（石健峰　毕　磊）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一是全面总结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二五”实施工作。提升工

程实施三年以来，全省基层中医药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

进展，阶段性成效显著，全省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已基

本建立，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基层中医药医

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有效增强了

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获得感和可及性。全省９９％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９８％的乡镇卫生院具备中医药服务
能力。扬州、泰州已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全覆

盖。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量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总服务量的２５％以上。二是启动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草拟《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暨实施方

案》，努力在基层中医药服务范围、服务环境、服务方

式、服务水平上下功夫、做文章。

（石健峰　毕　磊）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建设】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创建取得新成果。南京市雨花区、苏州市吴江

区、盐城市盐都区、南通市海安县４个地区通过国家级
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复核，继续保持荣誉称号。徐州市

鼓楼区、贾汪区、连云港市海州区、盐城市亭湖区等４个
地区获得省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石健峰　周柏林　毕　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　启动新一轮省
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专病、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

医科、省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基层中医馆建

设工作，经单位申报、市卫生计生委推荐和省中医药局

遴选等程序，遴选确定２５个第二批省基层医疗机构中
医特色专科专病建设项目、３０个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
医科建设单位、２２个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项目、２４７个２０１７年基层中医馆建设项目。按照《江
苏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组织对２０１５年遴选的２２个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
建设单位进行验收评估，新确认命名２２家单位为第五

批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组织完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４２２个基层中医馆建设项目绩效评估工作。

（石健峰　毕　磊）

【全国中医药教学名师遴选推荐工作】　２０１６年是中医
药高等教育６０周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国家
卫生计生委联合开展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表

彰工作。江苏推荐上报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吴勉华、吴承

玉、蔡宝昌三位老师最终顺利当选，成为全国获表彰人

数最多的省份之一。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下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座谈会暨中医药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表彰大会，授予６０位教师中医药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亲切会见全国中医药高校教学名师。

（朱　岷　戴运良）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单
位自筹为辅的投入保障机制。对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的能力建设、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学习和生活以及

规范化培训的管理、考核工作等给予一定补助。制订

《江苏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跟师学习暂行规定》

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人事管理办法（试行）》，

加强培训过程管理。２０１６年，全省共招录中医规培学员
１６４０人，１７１４人参加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
试，其中１５３４获得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戴运良　黄奇骏）

【中医药师承教育】　完成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结业考核和继承人临床医学（中医师

承）专业学位授予工作，８０位继承人通过了出师考核，其
中１４人获得博士学位、３０人获得硕士学位。开展第二
批江苏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年度考核工作，对

９７位继承人学习培养情况进行了检查考核。协助中国
中医科学院开展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出站考核工作，

全省有４人顺利出站。组织对８个２０１２年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和５个中医学术流派传承
工作室建设项目进行终期验收，完成９个全国基层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年度督导工作。新增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６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４个。继续推进国医大师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
建设，系统整理国医大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完成第

一批省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工作。联合省

财政厅下发《第二批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遴选确定３０个省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建设单位。 （戴运良　黄奇骏）

【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　一是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
养。开展第一批３０名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终期考核工作，启动第二批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遴选

工作。完成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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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江苏省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结业考

核工作，２９人获得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称号、５７人获
得省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称号。做好江苏省

“３３３”人才培养工程、“科教强卫”工程、卫生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双创团队和特聘医学专家遴选工

作。二是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第二批江苏省农村优

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工程顺利结束，９８人完成培养计
划，通过结业考核。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工作，２０１６年共招收农村订单定向中医专业医学生
１２０人，其中大专４６人、本科７６人。三是中西医结合人
才培养。继续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西医学习中医高

级研修班，分别在徐州、常州两市举办西医学习中医高级

研修班，共招生２００多人。四是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
认真组织全国中药特色传承人才和中医护理骨干人才游

学培训工作。第一批２１位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顺利
结业。新增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培养对象２２人。

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１ 周恩超 江苏省中医院

２ 蒋中秋 江苏省中医院

３ 石　磊 江苏省中医院

４ 季建敏 江苏省中医院

５ 李健美 江苏省中医院

６ 陈四清 江苏省中医院

７ 许陵冬 江苏省中医院

８ 史锁芳 江苏省中医院

９ 叶　进 江苏省中医院

１０ 卞美广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１ 方志军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２ 谢　林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３ 邵　华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１４ 丁　炜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１５ 李伟兵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１６ 王长松 中大医院

１７ 马济佩 无锡市中医医院

１８ 杨金荣 宜兴市中医医院

１９ 李淑萍 常州市中医院

２０ 蒋建胜 溧阳市中医院

２１ 吴　坚 南通市中医院

２２ 沈安明 如皋市中医院

２３ 邓　舜 海安县中医院

２４ 殷　勤 连云港市中医院

２５ 张晓春 扬州市中医院

２６ 吉　亚 镇江市中医院

２７ 陈顺中 泰州市中医院

２８ 朱　杰 兴化市中医院

２９ 李志彬 宿迁市中医院

２０１６年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１ 曾　钰 南京市中医院

２ 单珍珠 无锡市中医医院

３ 周恒翠 邳州市中医院

４ 许小霞 常州市中医医院

５ 刘艳丽 苏州市中医医院

６ 许久玲 海安县中医院

７ 孙姗姗 连云港市中医院

８ 莫淑红 淮安市中医院

９ 陈红霞 江苏省盐城市中医院

１０ 陈苏娟 高邮市中医医院

１１ 周　均 丹阳市中医院

１２ 周　艳 泰州市中医院

１３ 王　玲 宿迁市中医院

１４ 李　娟 江苏省中医院

１５ 范海青 江苏省中医院

１６ 曹鲁梅 江苏省中医院

１７ 陈丽萍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８ 吴秋兰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９ 陈　莹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２０ 陈　燕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２１ 姜荣荣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２２ 陈　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

（戴运良）

【第四次全国中医药资源普查试点情况】　完成２０个普
查试点县市的外业工作，调查样地４５７个，完成样方套
２１８３套。发现药用植物种类１０２８种，记录重点品种１５６
种。采集压制蜡叶标本１３１０２份，上交药材标本３７０份，
收集种子种苗１６４份。完成省级中心及３个监测站的基
础建设任务，开展菊花、银杏叶等１０种药材日常监测和
数据上报工作。指导企业新建２个药材基地，培训药农
５００余人，发放资料６００余份。完成１７个种子种苗相关
标准与规程的制定，申请４项专利。开展５０余次技术指
导工作，推广近２万亩中药材生产。启动种质资源圃建
设，活体保存华东地区地产中药种质资源３００余份，收集
中药种子标本近２００份。访问１２名老中医，搜集传统知
识数量４２条。 （朱　岷　王霞云）

【中医药科技工作】　开展省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遴选
工作。完成１１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研究室
的年度考核工作。新增研究室１个，组织对２个新批研
究室建设方案进行论证。组织召开中药特色炮制基地

工作推进会，协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完成对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进行年度考核和阶段验收工作。省中医药

局科技专项围绕５个专题，立项１１个项目。推进中医
药古籍整理、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中药资源普查试点

工作和中医康复服务能力规范化建设项目，编制江苏省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组织开展国家中医临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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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地业务建设第二批科研专项，获国家中药标准化建

设项目１０个。加强科研项目管理，启动中医药科技管
理信息平台建设。承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两期全国科

技管理培训班。２０１６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资金重点
项目和优秀青年人才项目各１项，在重大项目、重点人
才申报立项中实现零的突破。

（王霞云）

【第四届江苏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活动】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６日，第四届江苏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启动
仪式在南京市建邺区和平法治文化广场举办。本届宣

传周由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中医药局主办。

宣传周期间，全省１３个设区市均组织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中医药健康讲座、中医义诊、

健身方法教授、文化表演、免费发放中医药科普资料等

多种形式，集中宣传中医药健康知识，传播中医药健康

理念，进一步引导大众走进中医药、了解中医药，支持中

医药，努力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据统计，全省共有５６２
家机构参与宣传周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派出医生

３０３８人次（其中中医医师２００５人次），护理人员１０５８人
次，志愿者１６００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３６２６万份，设置
宣传展板２９２４块，媒体报道 ２８８篇次，直接受益群众
３００２万人次。 （张小凡）

【江苏中医药工作在２０１６年全国中医药工作座谈会上
作经验交流】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５—１６日，２０１６年全国中
医药工作座谈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国家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出席会议并总

结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工作进展，部署下半年工作重点。省
卫生计生委在会上作了题为《创新体制机制，彰显中医

特色，全力推进江苏医改中医药工作》的经验交流，主

要介绍５方面经验：组织领导有人，全面参加医改领导
小组或办公室，保障医改中医药工作“知情权”；医改会

上有声，各类医改会议、调研、督导考核均有中医药人员

参加，保障医改中医药“话语权”；文件里面有中医，所

有医改文件均有中医药专述，保障中医政策出得了

门、落得了地；医改面上有试点，所有医改试点均有中

医单位参与，保障医改中医药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中

医医改有典型，医联体县乡村一体化、签约服务与居

家养老结合、医养结合型医院均有中医典型范例，确

保医改中医药工作不断取得新经验，有效推动全省面

上工作。 （陈　燕）

【江苏省与海南省签订加强中医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与海
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吴明

签署《江苏省中医药局 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加强中医

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苏、琼两省将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交流与

合作，充分发挥两省在中医药学术、人才、教育、产业等

方面的特色优势，促进苏琼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

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协作，实现中医药资源

优化配置，加强优势集成和互补，推动两地中医药事业

共同发展。

（陈　燕）

【江苏省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康巡讲

活动】　２０１６年６—１１月，在全省范围举办第六届“中
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康巡讲活动。６月 ２０—２２
日，省级巡讲活动在常州市、如皋市举办。１０月 ３１
日—１１月２日，省级巡讲活动又走进连云港市、盐城
市。据统计，第六届中医药健康巡讲活动期间，全省共

举办中医药健康讲座１４６９场次，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
４６９％，派出中医药文化科普工作人员１７７１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５８０２万份，设置宣传展板４７２５块，媒体报道
４２５篇次，直接受益群众１７．１万人次。各地还积极利
用新媒介开展中医药健康讲座，共举办网上讲座 ２５１
期，电视讲座９２期，传播覆盖面更加广泛深入。

（张小凡）

【全省中医机构省直中医单位基本建设】　参与并协助
省发展改革委完成全省卫生计生（中医）建设项目第一

批中央投资计划建议方案申报工作。根据要求，对全省

所有符合要求的中医院建设项目进行筛查、审核，２０１６
年共有１所县级中医院（徐州市睢宁县中医院分院）获
得县级医院建设项目 ２０１６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１８００万元。２０１６年省直中医单位在建项目３个，总建
筑面积１９３７４４平方米，总投资１４４亿元，其中省发改
委在省预算内统筹基建投资计划中安排１１６亿元，省
财政专项安排４１亿元。截至２０１６年底，累计完成投
资９０３５万元，当年完成投资１４４５万元。其中，省中
医院原址重建医技综合楼二期工程因受南京市地铁５
号线规划建设影响，对原方案功能布局进行了调整并于

２０１６年 ２月获省发改委批复，调整后的建筑面积为
７２００平方米、总投资为４０００万元，其中省发改委在省
预算内统筹基建计划中安排６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１６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７５万元，当年完成投资７５万元。年内
完成项目社会稳定性评估、节能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工

作，由于该项目建设受制于南京市地铁５号线建设，年
内未能如期开工。省第二中医院扩建门急诊暨康复病

房综合工程项目建议书于年底由省发改委批复，该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总投资７４亿元，其中省发改
委在省预算内统筹基建投资计划中安排０７亿元，省财
政专项安排３０亿元。该项目当年未发生基建支出。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外科病房暨转化医学综合楼工程，总

建筑面积８６５４４平方米、总投资６６亿元，其中省发改
委在省预算内统筹基建投资计划中安排４０００万元，省
财政专项安排１１０００万元，该项目年内已完成项目社会
稳定性评估、节能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工作，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时还完成
了项目建设所在地域的地质勘探并取得勘探报告、完成

了基坑支护设计招标并通过省审图中心审批等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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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关准备工作，该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已报省发改委

待批，计划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完成施工图设计并通过审核，
同时进行基坑支护工程部分的施工招投标工作。

（朱　蕾）

人事与党团组织建设

【人事工作综述】

一、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一是推动公立医

院去行政化。联合省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对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负责人在公立医院兼任领导职务进行清理的

通知》，明确公立医院负责人调入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担

任领导职务的，必须辞去公立医院领导职务；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负责人调任公立医院担任负责人的，必须辞去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领导职务。经过清理，全省共有２４
名同志不再兼任领导职务。二是推动医改课题研究。

针对医改中遇到的人事薪酬、编制备案等难点问题，首

次面向社会进行课题招标，共遴选出“公立医院薪酬管

理现状分析与方案设计研究”等１０个课题进行立项资
助，并与河海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签

订项目协议。三是开展人事薪酬改革调研。会同省人

社厅、省编办开展专题调研，形成《关于江苏省卫生人

事薪酬制度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会同省人社厅、省

编办、省财政厅等单位召开卫生系统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推进会。会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印发《关

于深化我省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四

是基层卫生职称改革。会同省人社厅出台《关于进一

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实

施意见》，进一步明确社区卫生高级职称的适用范围，

率先提出取得全科医学专业高级职称人员可超岗位聘

用、探索“县管院用”管理模式等倾斜政策。五是重点

推进全省卫生计生人力资源库建设。推进“江苏省卫

生计生人力资源系统”建设，并建立人力资源系统填报

评分制度，对各县（市、区）信息填报情况进行自动打

分、即时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底，系统内录入６２４９８４条
个人信息。

二、人才工作。一是起草“十三五”卫生计生人才

发展规划。先后召开３次座谈会，进行５次重要修改
后，分送省委组织部等有关厅局和１３个设区市卫生计
生委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召开专家论证会，修改后

提交省人才办正式印发。二是开展卫生人才“六个一”

工程。在２０１６年全省第５批“３３３人才工程”推荐评审
工作中，主要负责委直属单位、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直属单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等单位的推荐初审工作。经评审，第一层次入选５人，
第二层次入选３３人，第三层次入选１５９人。在２０１６年
度“双创计划”评审中，共获评５个双创团队、３个双创
人才、２１个双创博士。２０１６年有８人被国务院评为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９人被省政府确定为２０１６年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组织２０１６年３３３高层次人才
（医药卫生类）清华大学培训班，全省６６名专家参加。

明确第二期卫生杰出人才７名、卫生领军人才７３名、卫
生拔尖人才６３５名。评选１０人为２０１６年江苏特聘医
学专家。三是对重点人才进行科研项目资助。在２０１６
年度“六大人才高峰”课题评审中，推荐项目入选 ５９
个，在高层次人才项目中列第一。在２０１６年３３３工程
项目资助中，５名第一层次人才全部获得资助，另有７
名第二层次人才、２１名第三层次人才获得资助，３３３人
才项目资助经费达到６４４２万元。投入３００万元科研
经费，对第二批“卫生拔尖人才”进行资助引导，评出

“六个一工程”科研项目５５项。
三、卫生专业技术考核评审。组织２０１６年卫生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全省共有７７１３５
人参加考试，其中，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６３４５０人，通
过２６７６２人，通过率４４２％；护士执业资格考试１２５０６
人，通过１１６５４人，通过率９３２％；人才评价考试１１７９
人，通过５９０人，通过率５５１％。同时，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是全国首批机考试点之一。２０１６年全省参加卫生高
级专业实践能力考核２２５３６人，其中正高４８５３人，副高
１７６８３人，考试通过１２８３２人，通过率５８８５％。２０１６年
全省申报卫生高级资格１２０１６人，共评审通过８８５３人，
通过率７３６８％，较上年有所下降。其中卫生专业７０３３
人中通过５２３０人，通过率 ７４３６％％；社区卫生专业
２７８６人中通过２１７８人，通过率７８１８％；护理专业２１９７
人中通过１４４５人，通过率６５７７％。更新省卫生计生委
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中级资格评审委员会成员库３８人。
先后推荐“拉萨市专家服务团”“苏北发展特聘专家”、

医药卫生评审专家等１００余人次。产生新一届省卫生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成员库（８５３人）及省护
理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成员库（１１０人）。

四、队伍管理工作。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先后起草

《关于进一步加强委机关借用人员管理的意见》《江苏

省卫生计生委机关借用人员管理办法（暂行）》《江苏省

卫生计生委机关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关于规范省卫生计生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开展

重大活动事项报告的通知》《省卫生计生委业务主管社

会组织财务管理办法》等５项规范化制度。二是做好干
部选任锻炼。２０１６年委机关和委直属单位调整干部７０
余人次。在委领导和厅级干部层面，省委共提拔巡视员

１人，副主任２人，副巡视员１人，党组成员１人。在处
级干部层面，具体承担委机关５名正处长、１名调研员、
１９名副处长、１２名副调研员、７名副处职干部人选和省
级机关医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省卫生监督所、计划生

育药具管理站等委直属单位２０余名处级干部的选任基
础工作。在科级以下干部层面，共晋升主任科员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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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科员３名。与地方互派１名同志进行挂职，做好
委管２名省委帮扶工作队员选派、１名科技镇长团团员
选派、２０名组团式援疆干部人才选派、４名援藏干部人
才选派和３名援青干部人才选派工作。三是从严做好
日常管理工作。开发“省卫生计生委机关公务员平时

考核系统”，借助信息化手段，通过周记实、月评价、季

排名、年考核的形式，从“德能勤绩廉学”六个方面评价

干部日常工作。对２０１５年度考核优秀的何新羊等２６
名同志给予嘉奖，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连续三年考核优秀
的张宜启等３名同志记三等功。四是做好人员调配。
委机关全年共调入１３人，其中，军转干部３人，基层公
务员遴选４人，省委组织部“名校优生”１人，基层选调
生５人。１人调出至省纪委机关，３人办理退休手续，机
关人员总数达到１８２人（公务员１７２人）。组织省卫生
监督所等３家参公事业单位完成２０１６年度录用公务员
工作，办理１７名同志的录用手续。制定委直单位招聘
公告，组织开展２次招聘工作，共向社会公开招聘２７１２
人。五是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人事管理。起草《关于

规范省卫生计生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开展重大活动事

项报告的通知》，将社会组织是否规范开展活动纳入年

度检查初检和评估指标体系。清理、规范委机关和直属

单位处级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处级以下人员最多

兼任１职，退（离）休领导干部兼职不超过１职、连任不
超过两届、年龄不超过７０周岁。起草《省卫生计生委业
务主管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办法》，完善社会组织内部财

务管理制度。指导省中医药学会、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省针灸学会、省妇幼保健协会、省抗癫痫协会等做好换

届选举工作。指导省整形美容协会、省麻风防治协会、

省抗癫痫协会制订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改革方案。

六是开展干部档案核查工作。审核干部人事档案２４６
卷，其中委机关干部人事档案１５６卷，委直属单位领导
班子成员档案９０卷。

（祁爱平　郭　威）

【“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建设】　从２０１６年初
开始设计软件系统，７月底，印发文件并召开各设区市
工作布置会，要求市县两级迅速传达部署，以县（市、

区）为单位，组织辖区内所有卫生计生人员（军队人员

除外）如实填写，个人填报后由单位组织人事干部审核

确认。１０月份，建立人力资源系统填报评分制度，对各
县（市、区）信息填报情况进行自动打分、即时显示，督

促各地加快工作进度，提高填报准确率。截至年底，系

统录入个人信息６２４９８４条，基本实现了卫生计生人才
的个人信息数字化、网络化、精准化，为全面及时掌握全

省卫生计生人力资源情况，建立符合卫生行业特点的人

才评价指标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祁爱平　郭　威）

【首次设立人事人才科研课题】　针对人事人才工作中
遇到的人事薪酬、编制备案、人才引进等热点难点问题，

首次设立人才管理、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科研课题，面向

社会进行课题招标。经评审，共遴选出“海外高层次医

学人才遴选标准研究”“公立医院薪酬管理现状分析与

方案设计研究”“公立医院备案制度及备案人员养老保

险政策研究”等１０个课题进行立项资助，其中，面上课
题７项，指导课题３项，并与河海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等签订项目协议。

（祁爱平　郭　威）

【改革职称评审制度】　根据人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

审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会同省人社厅出台《关于进

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

实施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卫生高级职称的

适用范围，重申了外语和计算机不再要求，论文和科研

不做硬性规定等政策，细化了评审标准，率先提出取得

全科医学专业高级职称人员可超岗位聘用、探索“县管

院用”管理模式等倾斜政策。对护理、社区卫生等专

业，结合实际工作提出材料要求，通过护理记录、居民健

康档案、住院病案等原始材料，考量申报人员的业务能

力和工作水平。

（祁爱平　郭　威）

【“江苏特聘医学专家”评审】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省
卫生计生委、省人才办联合发文，公布２０１６年度１０名
“江苏特聘医学专家”入选人员名单，分别是：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胡士军、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乔建林、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席亚光、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建权、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康静琼、徐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钱峰、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宋鄂、苏州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李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刘星

吟、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赛吉拉夫。以上专家大多来

自美国、日本等医疗技术发达的国家，根据相关文件规

定，省财政将给予每名“江苏特聘医学专家”１００万元或
５０万元的资助。

（祁爱平　郭　威）

【机关党建】

一、着眼根本，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建设。一是抓好

中心组学习工作。制订《２０１６年度党组中心组学习计
划》，坚持一个月至少一次集中学习，全年围绕学习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全国“两会”和省委

全会、党代会精神等主题开展了１３次党组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围绕医改、依法行政和医疗保健等主题邀请领

导和专家来委作专题辅导报告。二是扎实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开展动员会和推进会，配发《条

例》《准则》《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读本（２０１６
版）》等教育读本，给每位党员分类印发学习教育笔记

本，组织开展专题讨论、专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

等，１０位委领导为１６个单位上了专题党课。三是开展
“党在我心中”主题系列活动。以“党在我心中”为主题

开展了征文评比、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书法评比、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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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比等“五个一”的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庆祝活
动。四是思想政治研究工作实现新突破。年初下发

２０１６年思想政治工作课题指南，征集论文２２３篇，评选
出优秀论文５０篇。推进全省行业文化建设，相关经验
在先后在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党务干部培训班、第三届中

国医院形象传播论坛上和全国卫生计生系统思想政治

工作经验交流上作经验介绍。

二、筑牢基础，不断加强机关基层组织建设。一是

党组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筹备召开省卫生计生委第

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卫生计生委第一届直属

机关党委和直属机关纪委。督促指导省疾控中心、省肿

瘤医院、省中医药研究院、省卫生监督所、省药品采购中

心等５个基层党组织完成换届工作，指导省中医药发展
研究中心、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升格为党

总支。下发加强行业党建工作的意见和行业党建工作

要点，行业党委正式运行。开展以党建引领的全省卫生

计生行业文化建设。二是加强党员发展工作。指导直

属机关各单位做好２０１６年度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对发
展对象的教育、培养和考察，组织２０名发展对象参加培
训班，全年发展党员７４人。三是推进基层党组织的规
范化建设。制订下发直属机关党委、纪委工作职责、议

事规则、民主评议党员制度、领导班子“一岗双责”抓党

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规范“三会一课”制度的通知，促

进党组织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四是开展最佳

党日评选活动。继续以项目化方式推进“最佳党日”评

选活动，评选出３０个优秀活动方案给予立项经费支持，
最终评选出“最佳党日”２０个。五是开展党员组织关系
排查工作。排查落实２００７年以来组织关系转出后未
收到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的１６人次，排查出失联党员
７名。六是组织开展党费收缴工作。按照省委组织
部、省级机关工委要求，开展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

工作，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督促指导各支部开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６月党费缴纳情况自查，并严格按照党
费收缴标准，认真按照现行工资核算，按规定时间缴

纳党费。

三、提质增效，持续推进机关作风建设。一是部署

推进作风建设。召开委机关作风建设大会，部署全年作

风建设工作。组织召开省级机关作风评议动员会，专题

传达省作风办关于网上评议的工作部署，在规定的期限

内保质保量完成评议工作。二是深入开展“三解三促”

活动。制订下发《２０１６年省卫生计生委机关领导干部
下基层“三解三促”活动方案》，确定《健康大数据的应

用》等１０个重点调研课题和５个一般调研课题。由１０
名厅级干部、４２名处级干部组成的调研组，集中开展医
改等重点工作督导，召开５１次座谈会、走访７３个基层
单位，撰写调研报告２４篇，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１３２条，许多成果直接转化为推进医改的正式文件。三
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成立直属机关纪委，认真落实党

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对省肿瘤医院等４家直属单
位进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加强纪检班干部队伍

建设，与监察室联合组织卫生计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暨

纪检监察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６５名纪检监察干
部参加。

四、党群共建，持续提升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一是

做好先进典型选树活动。与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联合

开展第三届全省“百名医德之星”和“十大医德标兵”评

选活动，在全系统树立了学先进、赶先进、做先进的良好

风气，向社会展示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二是

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指导基层单位开展文明

创建工作，加强对１１９家江苏省文明单位上线单位的日
常管理，指导省中医院、常州市人民医院完成国家卫生

计生委文明办在线风采展示。认真做好 ５７家省级文
明单位申报和１１９家省级文明单位复核工作，全系统
共有省级文明单位１７６个。三是落实与省定经济薄弱
村“城乡结对、文明共建”工作。指导省人民医院、省

中医院、省疾控中心、省卫生监督所和省级机关医院５
家单位与徐州、宿迁、连云港的结对村开展好帮扶

活动。

（赵胜忠　王卫红　宋小雷）

【工会联合会工作】

一、加强理论学习，选树标兵模范。一是组织直属

各单位工会主席、干部参加省直工会主席培训班。开展

纪念建党９５周年“五个一”系列活动，组织２０００名职工
参加“十三五”规划知识竞赛，获得优秀组织奖。为全体

机关干部发放省直工会网上图书馆读书卡。二是做好劳

模工作。推动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动２０１６年全国基层
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复决赛中省卫生计生委获“优

秀组织奖”，委副主任李少冬获“特殊贡献奖”。三是开

展评选“十大医德标兵”“百名医德之星”等选树先进典

型的活动。组织全省优秀基层医务工作者走进校园举办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江苏建康职业学院产生良好反响。

二、构建服务体系，和谐劳动关系。一方面，构建多

层次的服务体系。大病帮扶实现全覆盖，９０％以上的职
工注册成为“省直机关职工医疗特困互助中心”成员，

其余单位报备大病帮扶解决方案。向１０名省级困难劳
模、１９名特殊困难职工发放慰问金。配合省直工会搭
建“掌缘”红娘平台，在网络和线下为各单位单身青年

提供多方位的联络渠道。注重女职工的权益保障，开展

庆“三八”主题系列活动及先进典型评选。另一方面，

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在职工中开展演讲、书法、摄影

比赛和多个专题的知识竞赛。组队参加国家卫生计生

系统围棋赛，获得优胜奖、最佳组织奖、最佳选手奖。在

省直机关普法知识竞赛中获得优秀组织奖，省卫生监督

所一人获得二等奖。

三、加强组织建设，打造干部队伍。一是创新工作

思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直属工会联合会各

委员会人员配备和职责分工，定期汇总工会干部数据、

职工变动数据，建立稳固有效的各级工会讯息网络。为

基层工会骨干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参观学习机会，锻炼

工会干部队伍。探索以党建引领工会建设、文化建设，

与单位文明创建融为一体的工作模式。二是夯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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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加强职工之家建设。开展职工之家建设先进单位

选树活动，省血液中心工会被省直工会评为“模范职工

之家”。进一步落实工会财务管理制度，开展财务自查

互查，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工会财务收支。三是强化职业

道德，加强作风建设。结合“两学一做”进行职工职业

道德教育，通过志愿者活动、开展道德讲堂、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为风灾地区募捐、乡村学校结对帮扶等形式，提

升职工职业道德素养。广泛开展各种形式优质服务竞

赛活动，创建无红包医院、评选优秀服务标兵，在为民服

务中改进作风。

（王卫红　孔　源　宋小雷）

【团委工作】

一、加强理论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组织动员团员

青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

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精神，开展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与

直属机关党委、工会联合会联合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
“五个一”系列活动，加强国情、党情、团情教育。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青春建功“十三

五”主题实践活动，鼓励优秀团员青年参选第三届“十

大医德标兵”“百名医德之星”推选活动，推动积极向上

的职业道德蔚然成风。

二、加强平台搭建，提升岗位建功活力。与团省委

联合开展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省级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
能手评选表彰活动，首次命名南京市卫生监督所许可处

等５０个优秀集体、重新认定省人民医院门诊药房等
１５５个为省级青年文明号，表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徐静媛等１５名优秀青年为青年岗位能手。开展主题鲜
明、富有创意的调研型“最佳团日”活动，评出一等奖３
个，二等奖６个，三等奖１０个。

三、加强组织建设，提升团建工作水平。指导江苏

建康职业学院团委、省卫生监督所团支部按规定完成换

届改选。开展“五四”评选表彰活动，表彰一批先进个人

和先进集体。省疾控中心霍翔获得第１１届“江苏省青年
五四奖章”，省级机关医院虞虔、江苏建康职业学院卫管

与基础社团联合会主席杨铭被评为省优秀共青团员，江

苏建康职业学院团委、省疾控中心团总支被评为省级机

关五四红旗团委（支部）；省中研院罗鑫、省级机关医院

张缓被评为省级机关优秀团干部；江苏建康职业学院杨

紫郡、省肿瘤医院祁昌祯被评为省级机关优秀共青团员。

四、统筹志愿服务，提升服务社会能力。与团省委、

省志愿者协会联合成立江苏省卫生计生志愿服务总队，

指导省中医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省第二中医院成立

呦呦杏林志愿者联盟，不断加强、创新卫生计生委志愿

者服务队伍管理。呦呦杏林志愿者联盟“３３３杏林联盟
百千万行动”获省共青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奖一等奖。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护航者”建康助老服务项目和省血

液中心“流动的红马甲”获省青年公益项目大赛志愿服

务类项目优秀奖。省肿瘤医院团委被命名为“江苏省

肿瘤医院阳光行动服务基地”。参与团工委“三下乡”

活动，６家单位７名医疗专家赴盐城市滨海县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大套乡）同心村开展义诊活动，捐赠价值９３
万元的宣传材料、常用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

（赵胜忠　宋小雷）

【第三届江苏省“百名医德之星”“十大医德标兵”推选

活动】　２０１６年４—１２月，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与省卫
生计生委联合举办第三届百名医德之星、十大医德标兵

推选活动。各地各单位认真对照推选标准和要求，经自

下而上民主推选，共推荐“医德之星”候选人１５６名，“医
德标兵”候选人２６名。按评选标准、程序，经活动组委会
组织专家两轮评审和讨论研究，报经委党组审阅，确定了

“百名医德之星”“十大医德标兵”候选人。通过新华日

报、中国江苏网、省卫生计生委官网等公示，广泛征求意

见，接受社会监督。同时组织省人大代表、往届医德标兵

代表、身边好人等公众代表进行投票。省活动组委会根

据公示、投票及社会反馈情况，经充分核实、沟通，确定第

三届“百名医德之星”“十大医德标兵”。

第三届江苏省“百名医德之星”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家怡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科主任、主任
医师

马　鑫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人事科长、老年医学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　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　斌　淮安市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主任中医师
王　新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内科副主任、心血管内

科主任、阳湖院区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　新　海安县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主管
护师

王杭州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主治
医师

叶丽娟　泗阳仁慈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田　曼　南京市儿童医院医务处主任、呼吸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付怀栋　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主任、
主治医师

付宝鼎　扬州市广陵区头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支
部书记、主治医师

冯　宁　睢宁县双沟镇卫生院院长助理、副主任医师
成　娟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科（兼综合感染科）

主任、主任医师

朱　涛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

朱礼尧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朱玲玲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朱锦明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围产保健中心

主任、主任医师

乔成平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科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
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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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思秀　无锡市中医医院喉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刘小娜　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一病区护士长、

主管护师

刘方刚　解放军第三五九医院全军肢体伤残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

刘丽艳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晓鸣　徐州市儿童医院小儿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江月萍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江海洋　连云港市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三处处长、研
究员

汤　臻　苏州市广济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
汤春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种植修复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孙　明　宿迁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孙　强　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孙玉萍　泰州市卫生监督所监督三科副科长、副主任医

师、副研究员

杜秀健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杜忠健　海门市中医院儿科主任、主治医师
李　达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康复科主任、主任

医师

李　军　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教授

杨泗学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主任
医师

吴丽芳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医院大急救兼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吴保鑫　徐州沛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主
任医师

邱　勇　南京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余道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整形烧伤外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邹国锦　常州市儿童医院急诊 ＩＣＵ主任、临床第二党
支部书记、副主任中医师

闵祖良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沈一同　阜宁县人民医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沈新娣　张家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康复病区护士

长兼心身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张　静　句容市人民医院大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张　霞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张小兵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镇卫生院乡村医生、医士
张怀中　徐州市肿瘤医院老年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宝生　镇江丹阳市导墅镇下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张锁才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十八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张新苗　宝应县人民医院内五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
张德坤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治医师
陈小燕　镇江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乳腺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

陈兰英　滨海县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陈光侠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兼医务处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运培　淮安市淮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
医师

陈青松　靖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茅敏华　启东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季亚平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放射科主任、主

任医师

金　辉　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王庄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金培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整形外科主

任、主任医师

周大明　泰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周永华　兴化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周晓华　苏州市中心血站配型实验室主任、主任技师
周朝昀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郑　直　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郑　亮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消化科主任、脾胃病研究中

心主任、主任中医师、教授、博导

孟　茜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孟　箭　徐州市中心医院大外科党总支书记、口腔科主

任、三级主任医师

赵　杰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大内科兼呼吸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赵水浪　建湖县冈西镇卫生院院长、书记、副主任医师
赵光元　淮安市洪泽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赵笑东　苏州市中医医院大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
施青山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姚　俊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秦叔逵　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兼全军肿瘤中心主
任、主任医师、教授

袁国跃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博导

夏正坤　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钱爱珍　常州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女

保健科、生殖保健科科长、主治医师

钱燕华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部主任、主
任医师

倪润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教授、主任
医师

徐　勤　省太湖康复医院（省干疗养院）疗养中心主
任、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徐大军　盐城市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三科副科长、副主
任科员、卫生主管医师

徐庄剑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徐卓群　无锡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徐金水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

所综合业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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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国平　南京市第二医院麻醉科主任、主任医师
郭　俊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

医师

唐蜀华　江苏省中医院原院长、名医堂专家、主任中医
师、教授

浦建平　苏州相城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黄金红　南京市玄武区兰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

生服务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董一善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党支部副书记、十病区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韩素玲　高邮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童保健
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韩振新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褚丽红　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三科副护士长、主管

护师

裴红蕾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疗科主任、主任医师
管学刚　连云港光明医院院长、主治医师
廖　薇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管护师
潘风琴　淮安市金湖县中医院主任中医师
薛志琴　常州市溧阳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穆春华　泗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第三届全省 “十大医德标兵”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彬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介入科主任、主任医师
仲卫东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主任兼急

诊科主任、应急办主任、主任医师

孙凌云　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张　园　江苏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副

教授

林雪峰　常州市儿童医院四病区（血液肿瘤、肾脏科）
主任、主任医师

侍洪江　盐城市中医院肛肠科主治中医师
钱建军　苏北人民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康裕斌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蒋　莉　淮安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淮安市中医药研究

所办公室主任

蒋晓东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
（赵胜忠　王卫红　孔　源　宋小雷）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全省卫生计生系统省级青年文明号、
省级青年岗位能手评选】

全省卫生计生系统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省级青年文明
号新申报集体５０个，省级青年岗位能手１５个，省级青
年文明号重新认定集体１５５个。

（赵胜忠　宋小雷）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团委五四表彰】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五四红旗团委（总支、

支部）”５个，优秀共青团干部８名，优秀共青团员３５名。
（赵胜忠　宋小雷）

【全省第一批医院文化建设示范点】

南京市

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南京市江宁医院

无锡市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太湖康复医院

徐州市

徐州市儿童医院

徐州市中医院

常州市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州市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市中医医院

昆山市中医医院

南通市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中医院

赣榆区人民医院

淮安市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淮安市中医院

盐城市

盐城市中医院

盐城市城南医院

扬州市

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泰州市

泰州市人民医院

泰州市中医院

靖江市人民医院

宿迁市

宿迁市妇产医院

宿迁市中医院

省管相关单位

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赵胜忠　王卫红　宋小雷）

·７４１·工作进展



【成立江苏省卫生计生志愿服务总队】　省卫生计生委
团委联合团省委、省志愿者协会，成立江苏省卫生计生

志愿服务总队。省卫生计生服务总队为江苏省志愿者

协会团体会员，下设１３个市级卫生计生志愿服务队和
１个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志愿服务队。宁外委直属单位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设区市卫生计生委统一负责。

（赵胜忠　宋小雷）

【离退休干部工作】

一、加强离退休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注重经常性教

育，每季度都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离退休党员

进行座谈讨论；强化党委和政府重要会议精神学习，组

织离退休支部开展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交流会，召开离退

休党支部支委扩大会传达学习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

和机关作风建设大会精神。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组织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革命传统教育活
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聆听革命烈士生平事迹讲解、观

看图文资料等，使广大离退休党员干部进一步牢记党的

历史和优良传统。邀请专家作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全

国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大会精神，努力为党的事业

增添正能量”专题讲座。

二、落实离退休干部政治和生活待遇。一是定期召

开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通报卫生计生工作、医改工

作进展和老同志关心关注的大事实事。开展机关老体

协换届改选工作。组织学习会、培训班、听报告、情况通

报、辅导讲座２０余场次，支持老干部参加老年大学学
习。举办离退休干部工作培训班，组织参加厅局级干部

学习班、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党组中心组学习会。

二是在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对身体不好、

生病住院的老同志及时上门看望，做好慰问工作。全年

看望生病住院、卧床在家、空巢独居、生活困难的离退休

干部和遗属４００余人次。为７０、８０、９０整岁生日的老干
部集体祝寿。在春节和重阳节前夕，分别召开慰问会，

给离退休干部送去领导慰问信。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周年之际，按照中央统一安排，省长石泰峰看望慰问
省卫生计生系统老红军、省中医药研究院原副所长王

颖。三是组织离退休干部深入基层，就地就近参观考

察。组织女干部赴江宁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新

农村建设，体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

的变化；组织老干部赴省疾控中心调研，了解直属单位

建设发展情况；组织离退休干部考察正能量教育基地，

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江苏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

精神力量；组织老干部赴启东调研医改工作，了解医改

进展情况；组织离退休干部赴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四是做好健康保健工作。落实省干部保

健委员会关于做好离退休干部的疗养体检工作要求，组

织特约（门）医疗人员近３０人次赴南京、连云港和无锡
疗养体检；完成委机关离退休干部健康体检工作，建立

离退休干部健康档案云数据平台，动态掌握老同志的身

体健康情况。邀请专家围绕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开展

讲座，进行健康保健辅导。

三、丰富离退休干部业余生活。２０１６年 ６月至
７月，举办离退休干部书画摄影工艺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５周年、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共汇集机关离
退休干部６０余幅作品。１０月３０日，在省中医院举办
省卫生计生系统离退休干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
红歌会，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４００余人参加，２００余位
老同志热情参演。１０月１９日，举行重阳节环湖健身走
活动，倡导科学健身、健康养生的生活理念。支持老体

协和各兴趣小组开展活动，丰富老同志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老同志的健康水平，得到了省委老干部局和省

老体协的充分肯定。继续开展离退休干部牵手大学生

村干部活动，给予大学生村干部政治上引导、工作上指

导、创业上扶持、感情上联络、生活上关心，帮助大学生

村干部扎根基层、干事创业、健康成长。

四、加强离退休干部处自身建设。将离退休干部工

作纳入各地各直属单位年度综合目标考核，指导各地各

单位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利用现代传媒搭建信息交

流平台，使老干部及时、全面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工作动

态和文体活动等有关信息。２０１６年共撰写文章１２０余
篇，被上级单位和网站采用的稿件达近１００篇。牵头召
开省直老干部工作卫生片成员单位工作会议，组织８个
单位部门负责人研究老干部工作，开展“我看从严治党

新气象”调研活动，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

充分发挥片组长单位桥梁纽带作用。召开系统老年人

体育协会工作年会，将老体协工作融入卫生计生和老干

部工作的大局中。

（葛宁海　赵　雯）

纪 检 监 察

【纪检监察工作综述】　２０１６年，驻省卫生计生委纪检
组认真贯彻落实省卫生计生委党组、省纪委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江苏医改大局和卫

生计生事业发展，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章党

纪党规作为基本遵循，坚持把监督执纪问责作为工作主

线，推动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协助委党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一是督促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明确

责任清单，细化目标任务。制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清单》，明确委领导班子２０项主体责
任、党组书记９项主体责任、领导班子成员５项主体责
任和驻委纪检组１９项监督责任，并根据清单任务将年
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细化分解成８类３８项工作任务，
明确分管领导、牵头处室和协办处室。协助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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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压实责任。召开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部署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制定

印发驻委纪检组监察室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明确１５项工
作任务。协助做好委党组书记与委机关各处室和直属

单位主要领导签订《２０１６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
设责任书》相关工作，从委机关、直属单位、全系统三个

层面建立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体系，层层压实责

任、传导压力。严格督促检查，落实“一岗双责”。将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纳入对委机关绩效管理、直属单位

的目标管理和各市重点工作任务考核指标中，并强化管

理考核，由委领导带队进行检查考核，通报检查考核结

果，较好地推动了“两个责任”“一岗双责”的落实。

二是协助落实“双报告”制度。组织开展２０１６年
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全面自查，及时向省

委、省纪委报告“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组织开展直属单

位年终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考核检查，直属单位党委（支

部）向委党组和驻委纪检组报告“两个责任”落实情况

和述责述廉情况报告，保证“双报告”制度的落实。

二、加强党纪廉政教育，建立健全制度监管体系

一是开展多种形式党纪廉政和警示教育。召开全

委干部警示教育会，传达国务院和省政府第四次廉政工

作会议精神，观看《违纪之鉴》等警示教育片，以案为

鉴，警钟长鸣。利用门户网站登载纪检监察常用法规文

件，推送“拒腐防变每月一课”微电影等警示案例，及时

摘登中纪委省纪委要闻、工作动态、四风监督哨和通报

曝光的典型案例等，扩大教育覆盖面，加大警示力度，增

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强化落实新任职处级干部廉政谈话制度。坚

持新入职公务员岗前廉政教育和新任职领导干部集体

廉政谈话等制度，纪检组长给委机关和直属单位８２名
新任职处级干部开展廉政集体谈话，就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修养、依法秉公用权、敬业履职尽责、强化学思

践悟、严格廉洁自律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并对新任处

级干部进行党章党纪党内法规知识测试，旨在督促新任

职干部加强对各项党内法规的学习与运用，进一步提升

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是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推进实施《建立健

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规划》，细化
分解成４８项工作，明确２６个牵头和参与单位，并对年
度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加强驻委纪检组与委机关在查

处卫生计生行风案件中的分工协作，协同推进卫生行风

专项整治。针对医疗机构发生商业贿赂案例，对医疗机

构主要负责人开展提醒谈话，督促查找问题，组织实施

整改。加强法纪和廉洁从业教育，会同省检察院等建立

联动查办机制，针对全省医疗系统违反“九不准”的案

件，开展对从业人员的廉政警示教育和领导干部的约

谈。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工作，将廉洁性、合法性、

风险性“三性”联动开展评估。

三、改进和创新监督方式，强化执纪监督

一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由驻委纪检组

牵头，从系统内选调熟悉财务、审计、管理、法律、人事、

党务等专业人员组成督查组，完成对省计划生育科研

所、省肿瘤医院和省海滨康复医院的党风廉政建设专项

巡查，重点监督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作风建设情况、“三公经费”使用情况以及执行政治纪

律情况。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书面整改意见

和建议，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诫勉和提醒谈话，督促直属

单位领导班子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二是进一步落实党内监督责任。加强对委党组及

其成员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

执行“三重一大”、民主集中制等党内监督制度执行情

况，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民主生活会、述职述

廉、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落实情况实施有效监督。在委管

处级干部选拔任用中，注意加强对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程

序，尤其是推荐和考察环节的监督，严格执行拟提拔任

用干部人选在党组讨论决定前对个人报告事项进行核

查并征求纪检监察机构意见等规定，认真做好拟提拔任

用干部人选的廉政情况核查工作，防止带病提拔。

三是强化纪律和作风建设监督检查。开展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专项督查，全年

共对９家直属单位开展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情况专
项督查，重点对公款购买礼品、超标准公务接待和公车

私用问题进行治理。开展违规吃请和公款吃喝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对２６个机关处室和委直属单位进行拉网
式排查，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四是对重点工作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持续深化

“三转”，紧盯重点岗位、重点人员、重要事项，实行重点

监控。加强对医改、新农合、公共卫生等专项资金拨付、

管理使用情况，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和设备招投标等工

作的监督，变直接参与为情况备案，督促职能处室履行

监管职责。针对２０１６年实施新一轮全省药品集中采购
工作，重点加强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监督，督促完善监

督管理制度，对制定采购工作方案和评审规则、评审结

果进行网上公示等过程进行监督。

五是配合做好省委巡视组对省卫生计生委的巡视

工作。按照省委巡视组要求，及时提供巡视所需材料。

针对省委巡视组对省卫生计生委巡视中发现的三大方

面问题，协助委党组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和措施，列出

时间表，明确承办部门、单位和责任人，确保整改任务落

实到位。

四、运用“四种形态”，强化纪律审查

规范问题线索的梳理和处置，严格按照“拟立案、初

核、谈话函询、暂存、了结”，做好分类处置工作。全年共

直接受理来信１７１件；政风热线网络平台投诉、咨询共６４
件，委领导走进《政风热线》实时受理８７件，都按规定分
类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认真处理省委巡视组移交问

题线索和转交信访件，按要求及时上报核查处理情况。

协助省纪委开展“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核查和处理。

五、强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

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按照制定的支部

学习计划和个人学习计划进行，学党章党规、系列讲话，

明确纪律规范、加强理论武装；做合格党员，以知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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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委直属机关纪委委员、驻委纪

检组相关人员、各直属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各设

区市卫生计生委及部分医疗机构纪检监察相关人员共

６５人参加全卫生计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暨纪检干部业
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韩红玉　张靖寒）

【党风廉政建设专项督查】　重点对省计划生育科学技
术研究所、省肿瘤医院和连云港海滨康复医院进行党风

廉政建设专项督查，通过个别访谈、群众座谈、翻阅制度

建设台账、调阅财务资料、查阅会议记录和学习记录等

方式，详细检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建立健

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情况、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情况、

作风建设情况、近三年来信访举报及核查情况等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追究制度，加大对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问责力度。反馈结果时，就督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

足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韩红玉　张靖寒）

【作风建设督查工作】　驻委纪检组牵头对委机关和部
分委直属单位开展作风建设情况专项督查。总结２０１４
年至２０１６年作风建设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办法，建立健全
监督检查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切实加强对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和委党组十二条规定、中央和省关于

厉行节约规定的监督检查，推进作风建设督查制度化、常

规化、常态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开展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专项督查，全年共对

９家直属单位开展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情况专项督
查，重点对公款购买礼品、超标准公务接待和公车私用问

题进行治理，强化制度执行；继续开展违规吃请和公款吃

喝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对２６个机关处室和委直属单位进
行拉网式排查，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韩红玉　张靖寒）

【信访举报办理工作】　切实落实“三转”，重点受理对
委管党组织和党员的检举、控告，受理驻在部门党组织

和党员的申诉。依纪依法受理、办理群众信访举报，畅

通信访举报渠道，进一步规范问题线索处置、初核、审

查、审理等各项工作规范和工作程序。规范问题线索的

梳理和处置，严格按照“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

了结”，做好分类处置工作。全年共直接受理来信１７１
件。认真办理政风热线平台诉求，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举报的交办督办力度。全年共受

理政风热线网络平台投诉、咨询共６４件，委领导走进
《政风热线》实时受理８７件，都按规定分类处理，做到
件件有着落。加强工作衔接和协调，引导群众依法有序

逐级上访，对反复、多次处理未决的信访举报问题。认

真处理省委巡视组移交问题线索和转交信访件，按要求

及时上报核查处理情况。协助省纪委开展“山东问题

疫苗”事件的核查和处理。

（韩红玉　张靖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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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工作

江苏省人民医院

【综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江苏省临床医学研究院、江苏省红十字医院）。占

地面积３００亩，现有建筑面积４１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
额２０亿元，实际开放床位３０００张，职工５０００余人。该
院现有国家重点学科１个（心血管病学）；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单位１８个（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内分泌
科、消化内科、检验科、妇科与生殖医学科、临床护理学

科、职业病科、普外科、泌尿外科、呼吸内科、肝移植实验

室、康复医学科、器官移植科、老年医学科、急诊医学科、

病理科、产科）；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５个；江苏高校优
势学科１个（临床医学）；省重点学科２个（特种医学和
护理学）；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１个（内科
学）；省“科教兴卫”工程临床医学中心４个，医学重点
学科（实验室）１３个；省级医疗诊治中心５个，省级专科
（病）诊疗中心８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２７个，省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单位１个，省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１７个。
该院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最佳医

院综合排行榜中》，列全国第２７位；在最佳专科排行榜
中，康复医学中心蝉联全国第１名，另有１０个专科分获
提名。

医院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１名（肝脏移植中心王
学浩教授）；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１名（康复医学
中心励建安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名，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６名，２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２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３人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有江苏

省“双创”人才７名，“双创”团队２个，省“３３３工程”一
层次培养对象２名，二层次培养对象１５名，三层次培养
对象３３名，省“科教强卫工程”杰出人才４名、重点人
才３３名，省特聘医学专家２名，省“青蓝工程”培养对
象２７名，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２５名。有中华医
学会专科分会副主委及以上７人，江苏省医学会各专科
分会主委、副主委６５人。有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

学会主席１人，国际外科学院执行委员会委员１人，听
力国际副主席１人。

江苏省临床医学研究院依托该院建立，设有心肺疾

病、肿瘤、器官移植与免疫、变态反应与过敏性疾病、肝

脏外科等５个研究所和干细胞及组织再生中心、人体组
织资源库等公共平台。该院有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生
殖医学重点实验室（临床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重点

实验室１个（活体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国家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共有药物临床试验专业２８个及 Ｉ期临床试
验研究室１个，通过了 ＷＨＯ／ＳＩＤＣＥＲ认证和 ＡＡＨＲＰＰ
认证。该院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中，列全国第１８位，普
通外科学、变态反应学位列全国前５，心血管病学、泌尿
外科学、妇产科学位列全国前１０。

该院是南京医科大学最大的临床教学基地，内设南

医大第一临床医学院，成立７个学系、４７个教研室。有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２个（临床医学、康复
治疗学），江苏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２个（医学
影像、医学检验），临床医学先后被遴选为江苏省“高等

学校临床医学类重点专业”以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

建设工程项目。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３个
（临床医学、特种医学、护理学）；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２个（临床医学和特种医学）。该院是江苏省临床医学
教育研究所依托单位，是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

基地，下设专业基地２６个，普通外科、泌尿外科专科医
师培训基地通过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与香港外科

医学院联合认证，有专项技术培训基地１１个；临床技能
培训中心通过美国心脏协会的生命支持课程体系认证，

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和结直肠术式课程通过英国皇

家外科学院认证。

２０１６年，该院总诊疗 ３９６３６万人次，同比增长
２０９％；出院 １３９３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３６０％；手术
７３５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２９７％，其中四级手术占



４０２２％；平均住院日８２天，同比下降０８天。
２０１６年，该院共完成研究生、七年制、本科生、留学

生的临床理论课、见习课、实验课等折合约８６万课时；
招收研究生６６０人，授予学位 １２０１人（其中博士１４６
人，硕士３０７入，七年制硕士７１人，学士６７７人）；培训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３２８人，实施继续教育项目共
１１７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７９项、省级项目３８项；公派出
国（境）访问留 学２２２人次。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培训各
类医务人员１０５２５人次、９９４小时、３３７３４人时，考核各
类医务人员９５１２人次、３１４５小时、３２１７１人时。
２０１６年，该院获得各类科研项目２７５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８０项（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１项）；首次作为牵头单位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精准医学专项１项，作为参加单位承担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分课题３项；共各类获科研经费１５８亿元。承
担省部级（含厅级）科研项目５９项；获省部级及以上科
技成果奖７项以上，其中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教育
部一等奖１项；获省卫生计生委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一等
奖７项、二等奖１７项。据２０１６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公告：在全国医疗机构中，该院 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收
录论文数量列第６位，表现不俗的论文数量列第７位，
ＳＣＩＥ数据库收录论文数量列第１２位。
２０１６年，该院涌现一批标志性人才。孔祥清、范卫

民、孙倍成三人获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殊荣。周滨、汪道武、堵俊杰获江苏省“双创计划”双创

团队（卫生类）。Ｋａｒｉｎ、杨硕、汤华民、孙倍成获江苏省
“双创计划”双创团队（外国院士类）。王兆露获江苏省

“双创计划”双创博士（境外名校）。顾民、束永前两位

专家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围绕疑难急危重症定位，紧

抓国家和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以点带面，整体发

展。积极开展临床新技术项目，在泌尿外科、普外科等

率先开展手术机器人的应用项目。以临床需求为导向，

创新诊疗模式。组织开展静脉血栓栓塞（ＶＴＥ）、脑卒
中绿色通道、前列腺一站式服务等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

（ＭＤＴ）；以ＭＤＴ门诊为切入点，会诊疑难危重病例；推
广术后快速康复项目（ＥＲＡＳ）到胸外科、骨科、泌尿外
科、口腔科等，缩短了住院时间、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及

满意度。在全院厚植“汇报、沟通、把关”的安全意识，

开展联合安全巡讲和以“严格执行医疗核心制度”、“三

查七对”等为主题的医疗安全专项行动。梳理各专科

疾病护理中的安全关键点，积极推行持续质量改进，获

南京市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品管圈大赛“特等奖”。全

面上线门诊电子病历系统，进一步确保病历书写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辐射优质医疗资源，扎实开展援外支基工

作。组队远赴东非桑给巴尔开展义诊和手术指导。全

年派出医疗队员１８批次１２８人次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
友谊医院、陕西富平县医院等。将“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铭之肺腑、认真践行，获省红十字会“基

层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加强“江

苏省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和两个省级救治基地建设，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筹建方案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评审。

驰援阜宁射阳龙卷风现场，及时有力开展抢险救灾。开

展“仁医行动”第二届中美联合儿童慈善手术项目，为

孤残儿童绽放美丽人生增添希望。全面推进区域协同

发展，深化与栖霞区政府开展的项目，建设经验受到国

务院、国家卫生计生委高度卫委高度重视，并被省卫生

计生委推广；为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建设奠定基础，

２人被表彰为“宿迁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贡献奖”；
新增技术支持医院６家，战略合作医院１家，冠心病中
心分中心、江苏省危急重症远程诊治网络医院９家。着
力打造“仁医”志愿服务品牌，开发优化“彩虹空间”“仁

医救援”“小丑天使”“仁医之声”“蔓托”等特色项目。

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高。推进品牌专业和优势学

科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学激励政策实施，

获省教学名师１人、省教育先进集体 １个、南医大特聘
教授２人、名师４人、名医３人。打造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和继续教育品牌。成立“江苏省临床医学教育研

究所”，发挥在省内临床医学教育领域的引领和辐射作

用。顺利通过国家住培基地现场评估，１人获首届“全
国十佳住培管理者”称号。以“金陵临床医学高层论

坛”为载体，推动继续教育品牌化，举办继续教育项目

１１２项、继续教育讲座８００余场。
科技与学科优势持续巩固。进一步完善公共实验

平台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通

过科技部专家组现场评估，活体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以

优异成绩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组考核验收，江苏省

远程移动互联网医疗工程中心获批发改委立项，老年医

学被确定为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以科教强卫工程为

契机，有效组织临床医学中心、医学杰出人才、重点学

科、创新团队、重点人才的申报、评审、答辩与立项工作，

取得优良成绩。构建优良人体受试者保护体系，通过国

际ＦＥＲＣＡＰ、ＡＡＨＲＰＰ复核认证，提升临床研究的高品
质和国际化水平。

管理效能充分发挥。推进管理职业化专业化。组

织申报管理研究课题３０余项；加强经济运行管理。查
清盘活固定资产，开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固定

资产全面管理模式。保障设备维护、计量、调试和配置

等工作，获中国优秀临床医学工程十佳团队１个、十佳
工程师１人。出台并认真履行总额预算管理办法，加强
医用耗材规范化管理，加强单病种费用内部管理，获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医保专委会示范医院”称号。后勤

保障平稳运转，通过工程改造和技术创新推进绿色节

能，获“全国医院后勤管理创新示范单位”称号。信息

化建设方面，医院信息系统平稳高效有序运行，全年系

统总在线率保持在９９９９％；顺利通过国家安全等级保
护三级测评复审和省网信办信息安全专项检查；强化医

院信息标准化与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工作，通过国家信息

系统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甲等”测评，成为全

国目前信息互联互通最高等级医院之一。

党风廉政建设稳步深入。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强健基层组织“筋骨”，党务业务“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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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廉政建设“关节”，管业务先管行风。强化责

任担当意识，落实“一岗双责”，认真执行“双报告”制

度。“青年文明号”创建硕果累累，获“江苏省五四红旗

团委”荣誉称号；切实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被中组部、人社部表彰为“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

体”。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医院媒介以及科（处）室公众

号、科普达人构成的宣传矩阵作用，发出“好声音”、宣

传“正能量”。该院成为全省第一批文化建设示范点。

继续蝉联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优胜

奖；获得了江苏省文明单位（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全国
省级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施玉燕）

江苏省中医院

【综述】　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
苏省中医临床研究院、江苏省红十字中医院）２０１６年开
设病区５８个，病床２５００张，职工２９４２人。现有国医大
师２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１名，国务院特贴获得者３７
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２人，省“３３３工程”
重点人才７５人次，省六大人才高峰１０７人次，省卫生厅
“科教兴卫”工程重点人才２人，省中医药领军人才１３
人，国家级名中医２５名；有江苏十大国医名师６名，省
名中医、名中西医结合专家４６名；博士生导师８６人，硕
士生导师１１３人。正高级职称３０９人，副高级职称４０６
人。设有临床医技科室４５个，其中国家临床中医重点
专科建设单位６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及建设
单位１３个；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１个；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重点学科１５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及建设单位
２３个；省级示范专科５个；省中医重点学科５个；有国
家级三级重点实验室３个。有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脾胃病）、省科技厅中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省中医

临床医学中心各１个，有国家药品临床基地和国家科技
部“中药ＧＣＰ中心”，检验科为华东地区首家、全国中医
药系统第二个通过国家认可委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认证的医学
实验室、临床药理实验室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

员会ＩＳＯ１７０２５认证，为全国中医系统第一家通过认证
的临床药理实验室。２０１６年门急诊量４７８３３万人次，
连续１６年名列全省第一和全国中医系统单体第一，《医
学界》排名门急诊量居全国百强医院第十名。

重点专科建设。作为全国首批一体化诊疗平台建

设单位，７个平台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核。被省卫
计委批为省级“胸痛中心”“卒中救治中心”建设单位，

妇科被省中医药局批复为“江苏省妇科中医诊疗中

心”，妇科、生殖医学科联合成功申报省卫生计生委“中

医妇科临床医学中心”。皮肤科、老年科成为省中医重

点专科。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加快医院学

科群建设。“高血压育阴潜阳”重点研究室通过国家级

论证，成为江苏省首个以高血压为中医重点研究方向的

国家级研究室。

医疗质量管理。坚持中医为本，发挥“四专”特色，

着力加强“四名”建设。严格执行医疗核心制度和“四

合理”使用，并强化考核。开展第二轮科室医疗巡查，

实施常态化基础医疗质量巡查。开展临床药学服务，加

强合理用药指导。护理工作，重新修订护理质量标准

（通科和专科）共９０余项，注重现场管理，持续质量改
进。实施抗生素应用培训考核制度，开展专项查治。加

强手术安全管理，４级手术比例稳步提高。
药事服务。开展临床药学服务，加强合理用药指

导。实施抗生素应用培训考核制度，开展专项查治。加

大中医药饮片、院内制剂使用率，加强中医药技术的应

用和推广。扩大中药道地药材基地建设规模，保证中药

品质。完成马鞍山中药饮片库房建设，新住院中药房改

造和搬迁，中药膏方制剂室升级与改造，新增膏方快递

包邮到家便民服务。

信息化建设。６月３０日，该院信息化管理新系统
全部正式投入使用，建立互联互通临床科研管理一体化

的电子病历系统，实现病历结构化、处方无纸化。以电

子病历为核心的数据交互平台全面建成，ＨＩＳ同步实现
更新升级。与中国移动江苏公司签订“网络健康医院

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打造现代化网络健康医院，推动

“智慧医疗”事业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平台。

经济运行管理。完善包括总会计师制度在内的财

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基础管理和全面预算管

理，加强成本管控、财务分析评价和监督管理，提高财务

管理精细化水平。调整优化内部绩效考核办法，强化中

医药特色指标的考核。加强省、市医保患者费用管理。

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确保有效使用。发挥内部审计监

督、评价、服务职能，依法开展审计工作，维护医院经济

利益和社会效益。

科研工作。２０１６年，中标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２７
项，连续４年中标超过２０项，在全国中医系统居于领先
地位。获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１０项。获中华中医药
科学技术奖２项、中国针灸学会科技奖１项，省中医科
技进步奖５项，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发表论文
５７１篇，其中核心期刊３００篇，ＳＣＩ论文３０篇，５分以上
的有６篇。成立江苏省中医临床研究院建设办公室，伦
理审查规范化建设通过美国人类受试者保护体系认证

协会（ＡＡＨＲＰＰ）全认证，成为全球首家通过该认证的中
医院。

人才队伍建设。６人荣获江苏十大“国医名师”称
号，５人入选江苏省申报第三届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医
候选人名单。１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１人获江苏省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２５人入选江苏省第五期“３３３
工程”培养对象，其中１人为第一层次，是全省中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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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零的突破。１２人入选“３３３工程”、７人获省第１１
批“六大人才高峰”资助。“百人计划”有２１人分别利
用政府基金和重点学科基金等赴美国、英国、德国等国

研修，２人获省政府留学奖学金。成立“江苏省中医院
青年博士联合会”，搭建青年人才医教研交流平台。深

化干部制度改革，举办管理干部培训班。全国优秀中医

临床人才研修项目、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和

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高级研修班项目进展顺利。

教育教学管理。举办国家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共４７个。接收进修人员５６３人，基层中医药机构进
修人数２４５人，完成援青、援藏、援陕等对口支援进修任
务７２人次。与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合作开展“省中黄
埔”贵州班培训项目。成功申报全国首批“中华中医药

学会中药临床药师培训基地”。３位专家入选全国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７位专家入选第
二批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指导老师。

第一批１１个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通
过省局验收。国医大师和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１９个，省级在建１８个。
党建工作及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紧抓党风廉政和行风职业道德建设，开展立家规正家风

活动，做“四讲四有”型合格党员。认真贯彻医疗卫生

行风建设“九不准”规定，举行“严守行业纪律，抵制商

业贿赂”全院教育警示大会，强化行风职业道德教育，

大力提倡廉洁行医，依法行医。１人当选第三届江苏省
“百名医德之星”“十大医德标兵”候选人。有２人分获
第三届南京市“十佳医生”“人民满意的卫生工作者”称

号，获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

（王苏军　王慧惠）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综述】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中共江苏省疾控中心第四
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

会。创成省“五星级”档案工作单位。获江苏省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卫生计

生委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优胜奖等省市级综合荣

誉３７项。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
卫生计生委第三届“江苏省‘百名医德之星’”等个人荣

誉５９项。
卫生应急。落实杭州 Ｇ２０峰会风险评估视频会商

保障机制。环境卫生、理化检测、消杀３支应急队驰援
盐城“６２３”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害，实现大灾之后
无大疫。８月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开赴贾汪区，
联合山东省演练处置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Ｏ１５７：Ｈ７感染
性腹泻疫情，提升跨省联动应急能力。组织国家核和辐

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宜兴推演。试点国家卫生计生

委“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网络服务”“突发急性传染

病监测预警”项目。协助建成省卫生应急专业委员会

紧急医学救援院前应急、院内应急学组及儿科紧急救援

学组。参与处置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卫生、一犬伤多人

等应急事件多起。

急性传染病防控。制订实施省寨卡病毒病防控技

术方案。围绕国家卫生计生委传染病监测预警项目，以

综合监测为基础、单病种监测为重点，全省医疗机构信

息管理系统（ＨＩＳ）覆盖率高于６０％。研判防控登革热
等输入性及吴中区、盱眙县发热伴血小板减少（ＳＦＴＳ）、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聚集疫情。率先全国推广流行病
学数据动态采集系统（ＥＤＤＣ），全省２９家国家级流感
监测哨点医院率先监测住院肺炎，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

及时响应率９９３３％。流感检测质量、实验室评估连续
２年全国第一。人畜共患病、腹泻病检测通过中国疾控

中心考核。轮状病毒实验室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考核
合格。

慢性传染病防控。健全全省新型结防综合服务模

式，耐多药肺结核筛查防治１０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全程管理肺结核，同比２０１５年学校肺结核聚集性
疫情降２５％、病例降４７５％。９月在３２支代表队中，以
总分第一获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结核病临床技能大

赛”唯一团体一等奖、优秀组织奖，全省获中国防痨协

会结防知识网络竞赛组织贡献奖１人、优秀个人奖２０
人、宣传作品奖２３项。“重组结核杆菌 ＥＳＡＴ６－ＣＦＰ１０
变态反应原用于卡介苗接种与结核菌感染鉴别的临床

研究”完成三期现场。报告肺结核４１３１３例，ＤＯＴＳ覆
盖率１００％，新发涂阳治愈率８９９％，非结防机构网络
报告肺结核追踪率９８３％、追踪到位率９３３％，转诊、
追踪总体到位率９６９％。国家卫生计生委督查组肯定
中盖项目三期。创新组织淮阴区、铜山区村医麻防知识

大赛。中期自评《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全国麻风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补录全省麻
风治愈存活１３９６０例、失访１４２８例。报告麻风疑似
１００４例，麻风新发１４例、复发１例、治愈８例、现症９８
例。获第１９届国际麻风大会（北京）“社会学”最佳海
报展示奖（我国 ３人）。省级财政麻防项目培训村医
１６０３１人。

慢性非传染病防控。动态管理居民健康档案和高

血压等慢病患者，制度化交流糖尿病区域性“疾控中

心—医院—基层社区”一体化综合管理试点项目，推动

基层分级诊疗。指导６个县区创建省级慢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参与制订国家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健康骨

骼方案，作为全国“互联网 ＋健康管理”首届“万步有
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参赛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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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省份，创出宝应县“重走红军长征路健走比赛”等

影响力大、融入科学的特色，提高机关企事业单位职业

人群知识知晓率和健康生活方式行为形成率。加强成

人慢病与营养综合监测干预，重点癌症与城市癌症早诊

早治、淮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治项目完成率高于１００％。
核报国家癌症中心中央补助地方肿瘤随访登记２０个国
家项目点资料。全省死因规范登记报告率１００％，死亡
率６６４／１０万，审核率、审核及时率及编码不准确率均达
国标。督导交流１０个设区市１９个县（市、区）学校学生
伤害监测网络报告工作，全省伤害事件发生率３６４％。

艾滋病性病防控。全省综合防治督导核查示范区

城市，国家考评推广第三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南京

市高校大学生宣传教育、苏州市男男性行为人群干预模

式。国家会议交流省预防医学会坚持国家基金重点支

持各设区市社会组织大学生创新艾防经验。抗病毒治

疗移交定点医疗机构。艾滋病新增筛查实验室１１家、
检测点２９家，检测实验室网络覆盖确证１４家、筛查６９０
家和检测点１７２２家。筛查公安、司法监管场所新羁押
人员ＨＩＶ抗体。“四免一关怀”政策化推进艾滋病感染
者和患者随访检测、高危行为干预，推广娱乐场所安全

套１００％纳入各县（市、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指
导社区（乡镇）高危行为宣传干预和动员检测队服务低

档暗娼，扩大男男性行为人群综合干预覆盖面，ＨＩＶ抗
体阳性检出率７％，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１９
个收治滥用阿片类物质成瘾者９３７７人，年持率８１８％。
梅毒控制规划中期评估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复核。同

比２０１５年，全省各系统检测各类人群１０９２万余人次升
１０８６％，新确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４０３６例升
５９６％，既往报告感染者发展为患者４３５例，共报告艾
滋病１６１２例升２２８％，死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
４１０例升７６１％。

免疫规划。落实国务院新颁《疫苗流通和预防接

种管理条例》，招标第一、二类疫苗集中采供平台。调

整省脊灰疫苗免疫策略，４月１日第一剂次脊灰灭活疫
苗、５月１日第二剂次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组办国家
级继教项目新疫苗研发和应用培训班。多方联动、处置

化解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影响。贯彻省卫生计

生委改革部署，１月全国率先实施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由“财政”转为“保险”补偿机制，多层次健全

基础＋商业保险补偿体系，中标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依法赔付４７起１７０８万元，实现
受种者、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共赢。表彰首届全省

“最美接种医生”，宣传全省公共卫生事业巨大成绩。

疫苗预防传染病监测处置指标敏感性及时性准确性继

续领先全国。脊灰、麻疹网络实验室 ＷＨＯ现场评审和
能力验证成绩优异。全省接种免疫规划疫苗１９２０万剂
次，以县为单位，常规接种率、报告率１００％，发病率同
比２０１５年，麻疹０９５／１０万，降８３３３％，无死亡；乙肝
１９０２／１０ 万，降 ２０８４％，死 亡 率 ０００５／１０ 万
降，５０００％。

病媒生物防制。启用２０１６版全国医院感染监测方

案，全省医院、托幼机构消毒质量及国家、省级医院感染

－消毒，国家病媒生物密度，设区市蚊、蝇、蟑螂抗药性
监测率１００％。首次调查全省病房环境、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蚊、蜱传疾病病媒生物密度监测首次覆盖市县，市

级完成率１００％。监测三带喙库蚊病毒、乙脑病毒、西
尼罗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莱姆病螺旋

体、巴贝西原虫携带率。评估登革热媒介伊蚊风险。主

研国家标准《内镜消毒剂和清洗消毒机消毒效果评价

与检测方法》。本底调查克拉玛依市蜱类分布和携带

病原体，检出斑点热群立克次体。

食品安全与学校卫生。编报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季度分析报告，支撑政府决策。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覆

盖市县级及以上医院３８０所，检出致病菌８７２例、病毒
４６４例无死亡。考核挂牌“江苏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市
级中心”，建成省为龙头、市为骨干、哨点医院和县为基

础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首评省预防医学会聚集

食源性疾病优秀溯源案例。设区市监测调查非伤寒沙

门氏菌散发感染危险因素。监测生长南京市芦蒿、镇江

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医院、疾控中心监测体系应对突

增相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５９４例，流行病学研究确定病
因与进食小龙虾量呈正向关系。开展中国儿童与乳母

营养健康监测、新一轮食物成分补充监测，质控中国居

民食物消费量调查。人群合理膳食系列指导覆盖率县

１００％、乡高于９０％。前移学校卫生突发事件关口，国
内最大学生缺课和健康监测网络覆盖设区市学校７２５０
所学生男３８６万人、女４５２万人。编制２０１５年全省中
小学生常见病、学校环境卫生监测干预综合报告。新华

网、健康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家级媒体报道５．２０中国学
生营养日活动，获“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示范学校”４４
所、“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示范学校”４７所。

环境疾病（地方病）防控。编发２０１５年度省地方
病预防控制现状、饮用水卫生状况及中央、省级补助第

一批地方病防治项目技术方案。举办全国碘缺乏病监

测方案、地方病监测方案及甲状腺容积 Ｂ超检测、地方
性氟砷中毒与高碘防治监测点调查等培训，督导地氟病

区降氟改水工程水氟检测，省市级实验室国家碘缺乏病

参照实验室（ＮＲＬ）盐碘、尿碘、水碘、氟砷测定质控合
格率１００％，获中国地病中心全国“十二五”地方病防治
工作先进集体。

环境卫生。启动国家人体生物监测和公共场所健

康危害因素监测试点。城乡饮用水卫生监测覆盖率

１００％，保持全国领先。农村环境卫生监测点２６个调查
２６００户，检测土壤样中镉、铬、铅含量。首次联合环保、
气象、教育部门下发空气污染人群健康影响监测方案，

镇江市、扬州市升为国家级监测点，新增苏州工业园区

监测点，各设区市１５个监测点国家任务完成率１５０％。
放射卫生。参与修订田湾核电站场外应急计划执

行程序，储备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监测技术。全

省食品饮用水放射性水平监测网络实验室检测进口海

产品２７种，回应９月央视等新闻媒体放射性超标报道。
核电站检测评价拓至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四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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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放射职业病检测增省人民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

院等新建各类放射诊疗设备、工作场所及江苏油田等工

业辐射源、射线装置，唯一省级疾控中心持续参加国际

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全部放射治疗剂量验证合作研究单
位，巩固全国职业危害因素评价领先位置。连续８年推
进全省职业放射性疾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项目、

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项目。全国率先创新

放射卫生服务机构技术指导，组织服务机构能力验证、

放射诊断设备质控２５家。完成卫生行业“辐射防护与
辐射危害控制项目”中“医疗照射频度与剂量调查及其

健康风险预警”调查。

职业卫生。参编省职业病防治“十三五”规划。评

估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协助审批职业

病诊断医师。防治农民工尘肺病。督查落实职业病防

治法规。首次应邀参与省安监局主导的监督检测。继

续协议检测昆山市重点职业病危害企业。国家重点职

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覆盖县区煤矽尘等职业

病危害因素１０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梅钢等大型企
业１０５家，编制报告４０８份。试点国家《健康企业自评
估表及评估细则》，指导建设健康促进市（区）、企业。

完善职业人群健康素养网上学习和测评系统。组织职

业病、伤残诊断鉴定１０余次。职业健康监护企业６０余
家有毒有害作业岗位工人３万多人创新高。开展职业
病员康复疗养“三好一满意”活动。参加中国职业安全

健康协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分会“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评价技术能力比武”成绩良好。参与处置浦口宁旭

船厂有机溶剂中毒等事故。牵头国家科技部重点计划

“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护技术与装备”中

“劳动密集型洁净厂房职业病危害防护技术与装备”课

题。立项国标《职业接触草甘膦生物限值及测定方

法》。

毒理与功能评价。完善农药登记 ＧＬＰ毒理学体
系。再办国家继教项目“符合 ＧＬＰ要求的毒理学评价
与实验室建设培训班”。组建省毒理学会卫生毒理与

风险评估、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生态与环境毒理专

委会。

理化检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参比实验室举

办食品中真菌毒素多组分检测等培训，新增省特色水产

品中腹泻性、麻痹性贝类毒素，烤鱼片中河毒素，小麦

粉中５种交链孢霉毒素，罐头食品中双酚 Ａ缩水甘油
醚、双酚 Ｆ二缩水甘油醚及其衍生物，食用纸制品中双
酚Ａ、二异丙基萘迁移量等检测项目。研制国标方便
面、油条中多环芳烃测定方法１６种。同比２０１５年，食
品、化妆品、消杀产品、涉水产品、农药、化学品毒性检测

和保健食品功能检测样品３６８７批次增４７４％。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委托组织全国卫生、质检、商检及

第三方检验机构质控食用油中氯丙醇酯，协助组织交叉

监测市场小麦粉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保证采样代表

性和检测准确性。检测江西省学生奶中１１种抗生素、
防腐剂、黄曲霉毒素 Ｍ１，应急检测小龙虾中孔雀石绿、
隐形孔雀石绿、硝基呋喃衍生物、兽药农药残留、微囊藻

毒素８种。投用涉水产品安全及功能实验室，技术服务
拓达广东、浙江、山东等省。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增类扩面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宣教载体。健康展板巡展巡讲省级机关单

位，全省健教宣传材料共享平台研发春夏季传染病防治

手册、读本、光盘、展板等类近２０种２００万张，自主设计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海报《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

唯一入选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疾控中心网站推广全

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健康广播播出肿瘤防治等热

点２４期。持续高血压前期人群经济学评价干预工作。
新媒体“江苏疾控”微信团队推送科普文章２８０篇，绘
制新媒体宣传插图１００多幅，单篇阅读量１２万人次，
稳在全国前 １０位；健康素养学习评估系统登录测试
２６０６万人次；“互联网＋健康”“健康江苏”“江苏健康
教育”ＡＰＰ平台“无烟生活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参赛
５８２万人次。ＰＡＤ信息化监管健康、中医素养，健教信
息化平台首次统报全省数据，全省小学教师健康素养水

平６６６％。更新２０１５版健康素养６６条学习系统题库。
持续暗访各设区市公共场所控烟，建设戒烟门诊国家

级、省级各１０家，建档随访戒烟人群。协助创建国家级
健康促进医院３７家。获省际健康教育技能比武大赛一
等奖、国家版权局证书２项。撰写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优
秀实践案例。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省级创新试

点—特定人群健康水平测量与评价项目”。

学科建设与继教培训。揭牌与美国杜克大学、省环

保厅三方共建“区域臭氧中美合作研究中心”。首期省

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毕业学员２０人，第２期招收１９
人。举办继教项目国家级７项、省级１２项，各类非继教
培训班１０个，健康管理师培训班４期，各类学术交流与
讲座６２项。组织赴美流行病研修班。参加中英卫生支
持项目。国家医学考试中心标准化考试试点基地组训

公卫执业（助理）医师实践技能操作考官５００人，入库
３４４人，组织全省执业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公共卫
生类别）、试题命题，参研医考中心实践技能考试标准

化。带教实习生１０１人、进修生２５人。
应用科研。立项国家和省自然基金、省卫生计生委

科研课题各３项，获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江苏预防医
学科技奖一等奖、江苏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各１项，省卫
生计生委“科教强卫工程”之省临床医学中心（创新平

台）、省医学重点学科（实验室）各１项及省医学创新团
队（领军人才）２项、省医学重点人才３项。入选省第五
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高层次卫生人才“六个
一工程”１１人中第一层次中青年首席科学家１人、第二
层次中青年领军人才２人、第三层次中青年学术技术带
头人８人，及第１３批“六大人才高峰”１人。发表论文
２２６篇中 ＳＣＩ收录 ６２篇。第三版伦理审查工作 ＳＯＰ
（２０１６修订版）备案国家、省食药监局，伦理审查 １０９
项。省人社厅核定高级专业技术岗位４５％，新聘和晋
级各级专技人员１３２名中高级３３名。邀请上海等省市
专家网络评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江苏预防医学科技奖一等
奖５项、二等奖８项、三等奖１２项。出版《常见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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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控制读本》和《社区卫生实用系列丛书》１０本。
首次合作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科，定制快速检测项目４
项，检测呼吸道病原７０余种，针对治疗多个危重病例取
得较大社会效益。新增病原检测标准操作规程８个、真
菌等检测２０项，建立 Ｈ７Ｎ９、腺病毒、疟原虫 ＲＰＡ扩增
方法。研发诊断试剂３项。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
中心（ＣＦＤＡＣＤＥ）现场检查或数据核查疫苗临床评价
项目１３个，临床评价江苏金迪克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等
６项，在研临床评价厦门大学重组乳头瘤病毒１６／１８型
疫苗（大肠杆菌）等７项，筹备临床评价北京科兴公司
１３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Ｉ期，通过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
药品审核查验中心（ＣＦＤＡＣＦＤＩ）临床评价数据检查４
项，获疫苗临床评价机构资格认定７项。《江苏预防医
学》杂志获省科协“科技精品期刊ＩＩ类项目”，影响力综
合指数（ＣＩ）由２０１５年２０９９８升至２０１６年２９９５１，学
科排序由３７／８９升至２８／８９。

信息网络建管。数字公卫建设融入新一轮医改，省

市监管平台无线 ＧＰＲＳ组网无缝监管疫苗冷链。建成
省级免疫规划云数据管理中心。开发省免疫规划地理

信息系统（ＧＩＳ共享平台）、死亡登记报告信息系统、重
点慢性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完成课题六大考核

指标，更新示范区３００万人电子健康档案；强化干预区
全人口结核病和乙肝筛查率、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率高于

８０％，ＨＢｓＡｇ携带率降 １０％ ～１５％、病死率降 ５％ ～
１０％，ＨＩＶ重点人群筛查４５万人，艾滋病新发感染率降
２５％、病死率降５０％；肺结核患病率、病死率各降２０％，
耐多药结核病治愈率５０％。开展新技术新方法引进验
证和应用研究。申报“十三五”江苏示范区项目。

基本公卫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指导中心

协助省卫生计生委整合疾病防控、妇幼保健、精神卫生、

中医药、卫生执法监督等资源，组编指导手册，强化业务

培训、督查评估、信息管理，开发不同受众系列宣传片，

合作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完善综合技术服务平台会员

在线注册、指导交流、咨询培训等模块并试点淮阴区等

地，“每日一练”和随机训练网络答题系统服务全省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近２０００家卫技人员２万多名，绩
效考核各设区市２６个县区医疗卫生机构城乡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效率。组织省级专家技术指导组对口各联系

点，创新“特定人群健康水平测量与评价”试点，糖尿病

前期及患者筛查６个项目县（区）７２个点居民７８４２名。
推广城乡社区“５＋１”糖尿病分阶段达标管理、自我管
理实用技术。获省卫生计生委、省总工会“特殊贡献

奖”。

资质扩评。换版实验室质管体系文件。对标组织

全省疾控系统质管培训班，奠定基层落实新准则基础。

扩项《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２０１５）》。获国家认监委、
认可委检验检测机构认定、实验室认可“二合一”资质

证书，复（扩项）评审认证认可检测能力１５类１１３９项。
通过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ＢＳＬ－３）、中核集团合格供
应商监督评审、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控考核。牵头

完成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控考核。外部能力验证、

室间比对满意率９８１６％。菌毒种保藏中心备案生物
安全二级实验室。

“十三五”规划推进。领导小组按照“分工负责、压

实责任、打包指标、过程控制”思路，开启幸福家园建

设，方案化改造慢病所等类实验室、环境测试舱，建成有

害生物科普教育基地。投用射频识别（ＲＦＩＤ）等信息传
感技术为核心的省菌毒种保藏库，入库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
霍乱弧菌、１９８６—２０１２年伤寒和副伤寒沙门氏杆菌。

（陈昌挺）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

【综述】　编制“十三五”规划。配合省卫生计生委做好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

作的实施意见》的起草、协调工作。出台《２０１６年卫生
监督工作要点》《２０１６年省卫生监督所重点工作安排》
《２０１６年卫生监督工作效能考核办法》等文件，确保每
项工作得到落实。

宣传工作。成立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宣传工作的意见》《江苏省卫生监督所新闻宣

传工作制度》和《江苏省卫生监督所２０１６年宣传工作
计划》。组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１４次，在地铁、公交线
路投放卫监宣传片《江苏卫监》１０期，研发启用“江苏卫
监”微信公众号，改版编印１２期《江苏卫生监督信息》，
启动《江苏卫生监督４０年》编纂工作。

深化参公改革。对原有１３个处室全部实行中层干
部重新竞聘上岗，又在此基础上实行全员双选，８０后中

层副职比例达 ７８％；开拓进人渠道，优化干部队伍结
构。基层遴选４人，调进２人，招录１４人。

监督检查。组织对省管１８家医疗机构、３６家医疗
美容机构依法执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查１３个省辖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５２家医疗机构；组织开展集中
整治“号贩子”“网络医托”、口腔医院、诊所等专项行

动。对２０７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经营单位和使用单位
的输配水管材等五大类产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开展电

商平台净水器监督抽检工作，将１１款净水器的抽样检
测结果及时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布；在全国首家启动涉水

产品生产企业卫生信用评价工作；推进全省涉水产品生

产企业“双随机”监督检查。组织完成４９７５家医疗卫生
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总数全国第

一；派员参加疫苗事件监督检查，监督检查２１６７家疫苗
使用、管理单位；完成４０５批次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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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１３家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消毒后待出
厂的 ７３０件样品的抽检、送检工作；监督抽检全省
２３９６１家医疗机构的内镜诊疗室（中心）、消毒供应室
（中心）、基层医疗机构注射室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１０２件，罚款金额４４２９
万元。依法对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和放射诊疗、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日常监管，检查化学品毒性

鉴定机构１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１８９家，职业病鉴定
办事机构１４家，职业病诊断机构２８家；按时完成２０１６
年住宿、沐浴、美容美发等公共场所内的空气质量、顾客

用品用具、水质以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制度落

实情况；组织对１１家三甲医院的ＰＥＴ／ＣＴ、ＳＰＥ／ＣＴ及核
医学工作场所的表面污染进行抽检、１４８家省管放射诊
疗单位的经常性监督；在全国首先开展放射诊疗单位在

线监测技术的应用项目。参加起草常州外国语学校环

境中化学污染物致学生生病事件分析汇报；受国家卫生

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的委托，起草《学校卫

生综合评价》（ＧＢ／Ｔ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２）标准追踪评价项目
实施方案，开展标准追踪评价。

信息化发展。在全国率先启动省级自建平台———

江苏省卫生监督综合管理平台建设，积极探索实施“智

慧卫监”１６３工程，顺利完成卫生监督员现场手持执法
系统开发应用。自主开发“江苏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备案文本公开查询”系统和“苏浙沪三地联防联控打非

黑名单比对”系统。高度重视信息报告工作，积极与监

督中心做好新改版信息报告卡的对接和论证，提高数据

质量。

卫生行政许可。共受理各类申请５４２０件，完成各
类材料及文书交接１０９３５件，制作各类许可证件及文书
１２４６件，发放各类许可证件４９７３件。行政许可窗口被
省政务服务中心评为“红旗窗口”，所许可处被省妇女

联合会授予“江苏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连续３届荣
获省级“青年文明号”。

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完成２７７１份企业标准备案，
回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信访咨询１６６次。完成２０１５年
食品安全６项国家标准、４项地方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６个地方标准评审通过即将发布。与省质监局会同开
展食品相关地方标准清理工作，对梳理出的２３７个食品
类地方标准提出废止、整合、修订等建议意见。

卫生监督法制稽查。推荐报送１０个全省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案例参与全国案例评查，５件入选优秀案例。
承担７个省７０份案例综合评查。组织开展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行政执法微课大赛，评选１０１个优秀微课，２个
获国家监督中心全国优秀微课评选一等奖；对我所直接

查办案件进行法制审查，全年共发放“江苏省卫生监督

信函回访表”３００余份，各单位对我省各级卫生监督机
构的卫生行政许可服务工作总满意率为１００％。受理
投诉举报５７件、业务咨询１５件，投诉办结率达１００％。

卫生监督员培训。组织举办各专业培训班 ２３期
２０００余人次。选派４名同志到国家卫生计生委进修学
习；选派１名同志参加江苏省第九批科技镇长团锻炼；
分批组团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开展职业卫生

监督、医疗服务监督管理合作交流；主办２０１６年苏浙沪
卫生监督机构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一体化建设研讨会。

党建工作。召开中共江苏省卫生监督所委员会第

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所党委第一届委员。组建八个

在职党支部和一个退休党支部。制订所《“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等文件，组织各支部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新时期共产党员思想行为规范”大讨论。

评选首届“江苏十佳卫生监督员”。组织开展庆祝建党

９５周年系列征文活动和演讲比赛。开展青年党团员卫
生监督职业精神大讨论，开展“激扬青春熔炼团队”为

主题的拓展训练，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和为盐城抗

灾救灾奉献爱心活动。与浦口永宁小学签订共建协议，

捐资助学。 （高　健　戴羽仟）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综述】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江苏
省老年医学研究所）２０１６年开放床位５００张（其中本
部开放３０２张 ），现有职工６６８人，其中卫技人员５７０
人。设临床、医技科室 ４８个，老年医学研究室 １２个。
门急诊诊疗１０９９５万人次，出院７４５８人次，体检４１万
人次。病床使用率８５９％，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１３７
天。总收入３３０３４７８万元。在省卫生计生委第三方出
院患者满意度调查中该院满意度名列委直属单位第一。

“医养融合”工作与对外合作。与南京卧龙湖置业

有限公司合作筹建溧水分院，开启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

办医的新尝试。溧水分院将以老年慢性病和全科为特

色，并开展医养结合共建项目，力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和医养结合发展。医院分院医务人员进驻省老年公寓

护养中心，深化与公寓“医养结合”工作，扩大对周边社

区影响。沐春园护理院良性运行，床位使用率８３５％，
被评为南京市４Ａ级养老机构和“南京百姓最喜爱的十
佳养老机构”，形成了以医养融合、老年康复、失能失智

老人照护、慢病管理为特色的服务品牌，扩大了该院

“医养融合”发展在全省和全国的社会影响力。运行南

京江宁区湖熟镇徐慕社区“杨家村项目”，积极探索发

展“城乡联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起成立江苏省医

养协作联合体，树立该院在医养结合领域行业标杆

形象。

医疗服务与学科建设。加大对重点专科支持力度，

血液肿瘤科、消化科、内分泌科被评为南京市医学重点

专科。成立微创诊疗中心，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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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二个科室开展了多项对外合作及实用型新技术、新

项目。组建１２个老年医学研究室，建立慢病与健康管
理研究中心，举办《实用老年医学》创办三十周年纪念

大会，完善江苏省老年医学研究所架构，推进老年医学

研究和老年特色建设。开展三次医疗质量专项检查，包

括门诊病历及处方、住院病案质量（重度缺陷内容）专

项检查，危、重症患者及手术患者病案内涵质量专项检

查和医患沟通内涵质量及院感管理专项检查，进一步提

高医疗质量、确保医疗安全。推进优质护理服务，持续

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开设６个专科护理联合门诊，提升
专科护理服务内涵。积极开展延伸护理服务，覆盖周边

社区与养老机构，如糖尿病中心累计完成社区糖尿病居

民建档、随访共计１９６９９人次。
科研教学。新获省科技厅自然基金、省卫生计生

委、省人社厅“六大人才高峰”项目、省干部保健局、省

现代医院管理研究中心、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等科研课题

２２项。获省卫生计生委医学新技术引进二等奖１项，
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３项，有５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
授权，并被纳入医院无形资产管理。举办国家级、省级

继续教育项目各４项，提升了医院学术影响力。顺利完
成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等院校的教学工作，医院师资力量

得到加强，１２人获聘南京医科大学、东南大学、南通大
学医学院等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兼职教授等。

财务经济管理。落实内控措施，有效开展内部控制

工作。开展卫生材料消耗专项管理考核，强化耗材管

理。对单价５０万元以上大型医疗设备进行单机效能分
析，提高设备使用效益。每月开展月度财务分析工作，

并开展临床科室成本核算与绩效分析，提出合理建议。

开展科研经费审计、科室经济效益审计等专项审计。该

院成本管理符合政策规定，实行动态管理，成为江苏省

成本核算规则研究单位之一，获得专项研究经费２０万
元。该院还荣获省财政厅２０１５年度省级部门决算编制
工作先进单位。

综合保障。推进信息化建设，完成“掌上老年医

院”ＡＰＰ项目建设，实现手机网上挂号、缴费、查询、排
队、查看预约挂号时间等功能，以及自费患者手机 ＡＰＰ
支付挂号及诊疗费用，银联、支付宝、微信等主流手机支

付方式。完成移动护理软件项目，上线公务员健康档案

系统、临床路径系统、点餐系统、物资管理系统，完成

ＨＩＳ数据库升级，完善电子病历系统、ＯＡ系统，提高工
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快医院基础设施、设备的改造、

升级，开工建设新的健康管理中心，装修改造特约门诊、

内分泌科、呼吸诊疗区、血液净化室、肾科病房、微创病

区等，优化诊疗环境。引进高端医疗仪器设备，如全球

高端ＦＯＲＣＥＣＴ、高端静音 ＭＲＩ等，提高检查效率和
质量。

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扎实推进“两学一做”活

动，召开党员大会，进行专题教育动员，邀请省委党校教

授开展专题讲座，以支部为单位开展专题学习讨论、民

主评议党员、党员评议支部等活动。开展纪念建党９５
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系列活动。各支部积极开
展最佳党日活动。开展“廉洁风险防控专项活动”，邀

请省纪委审理室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做好违规吃请和公

款吃喝问题以及医用高值耗材采购与管理的自查自纠

工作。充分利用公立医疗机构廉洁风险防控软件，强化

防“统方”工作站对“统方”等可疑行为的日常监督

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和医院文化建设。落实医院《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做好老年人

关怀工作，医院被评为全国敬老文明号。深化“青年文

明号”创建活动，五病区被授予“省级青年文明号”，四

病区、七病区、财务科顺利通过复评。大力开展志愿者

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组织开展“重阳节”本院、分院、

沐春园护理院“三院联动，关爱老人”健康义诊、关爱南

京彩虹重症中心儿童活动、扬州江都市真武镇渔港村义

诊等活动。加强与高校互动，建立江苏建康职业学院志

愿者实践基地，与南京晓庄学院、南京卫校联合开展志

愿者活动。设立院庆月并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开展青

年医师人文关怀沙龙、第八届读书征文、第五届职工趣

味运动会等活动，增强职工凝聚力。加强对外宣传，扩

大医院影响，医院获得江苏卫视休闲体育频道“健康新

７点”栏目“２０１６年度最佳宣传贡献奖”。
（周艳琴）

江苏省肿瘤医院

【综述】　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江苏省红十字肿瘤医院），

该院建筑面积 ６８万平方米。２０１６年实际开放床位
１１６１张，门诊２６７５０７人次，与上年同比增长７５６％；出
院５３０９１人次，同比增长３７９％（受分级诊疗影响，医
院出入院人次增幅较前下降）；门诊平均医疗费用

８７４０３元，出院者平均医疗费用２５０５１７１元；出院者平
均住院日为９８１天，同比减少０３８天。

医院现有在职职工１５２４人，其中高级职称３１０人，

中级职称４３６人，国家级副主任委员４人，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１７人，“３３３工程”３７人次，省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６人，在省卫计委“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中，有医
学重点学科１人，医学杰出人才１人，医学创新团队及
领军人才 ２个，医学领军人才 ２人，省医学重点人才
３人。现有临床医技科室２８个，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
研究室８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２个；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４个；省专科（病）临床诊疗中心４个，医
院充分发挥专科优势，坚持“规范化综合诊治、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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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思路，淋巴瘤、乳腺癌、肺癌、食道癌、肠癌、鼻

咽癌等常见恶性肿瘤综合疗效国内领先。在１１月份公
布的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２０１５年度全国医院排行
榜单中，该院连续四年蝉联“全国最佳肿瘤学专科声誉

排行榜”，名列第９位；肿瘤学、胸外科进入华东区域榜
单，分别名列第４位和第５位；科研学术能力位居专科
榜８７位；首次跻身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名列第９７位，
全省第６，国内一流、省内领先的专科地位进一步确立。
７月顺利通过江苏省大型医院巡查；１０月接受江苏省三
级肿瘤专科医院现场评审，再次确定为三级甲等肿瘤专

科医院。

医院管理。不断完善医院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类

委员会，建立院、科两级质量管理委员会，切实加强质量

控制；编印《江苏省肿瘤医院工作制度》《江苏省肿瘤医

院岗位职责》《江苏省肿瘤医院应急预案》等系列制度

汇编和应急手册，推进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强化分级查

房、疑难危重病例讨论、术前讨论、医患沟通等核心制度

落实；建立全院医师医疗技术档案，对３３项二类、三类
医疗技术人员权限全面管理控制。

专科护理特色。全面推进优质护理工作，该院病房

优质护理覆盖率１００％，全面落实护士站前移，借助多
功能前移车及 ＰＤＡ扫码仪器的功能，工作效率大幅提
高；加强护理安全管理，建立三级质控体系，成立护理管

理质控小组，严抓高危科室、时段全人群、环节。积极打

造专科护理特色，肿瘤专科护理水平省内领先、国内先

进，是全省肿瘤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和静疗、伤口造口护

理实践基地。现已开设肿瘤专科护理、伤口造口、淋巴

水肿专科门诊，惠及省、内外广大肿瘤患者。

药事管理。全面落实门诊输液管理新规，自２０１６
年７月１日起，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
年底全面停止门诊输液。加强合理用药管理，利用电子

化监测平台，对全院抗肿瘤药物使用情况及变化趋势进

行动态监测；规范临床各科室麻醉药品使用登记，实现

使用的所有麻、精药品可溯源等多措并举。

科研工作。加大科研支持力度。修订科技奖励办

法，将科研成绩纳入职称评聘依据；设立科研专项资金、

重点人才培养经费足额配套；积极组织申报工作，科研

工作成绩较往年大幅提升。２０１６年获得纵向立项资助
课题５０项，国家自然基金１５项，创历史新高。全年获
省科技厅科项目９项，省卫计委项目５项，省干部保健
项目２项，省卫计委新技术引进奖 ８项，其中一等奖
２项、二等奖６项；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７项，发明专利
１项；在江苏省卫计委科教兴强卫程中，杰出人才１项，
重点学科１项、创新团队２项、重点人才３项。全年获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２项，二等奖和三等奖各１项；全年
发表论文２４０篇，其中中华 １１篇，ＳＣＩ收录期刊７６篇。

教育教学工作。１２月接受省教育厅和省卫生计生
委的联合认证，被确认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专科医

院，承担南京医科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

和实习任务；医院为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目前共培训９个专业；为省肿瘤专科护理培训基地、省
静疗、伤口造口培训实践基地，２０１６年共培训学员 ２８
人，接待实践学员８９人；积极开展医学继续教育和对外
交流，与美国、德国等１０多个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举办
继续教育培训班１６期，其中国家级１４期。

对口支援工作。２０１６年医院派出２３名医务人员
到对口支援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派出专家３２６人次，完
成病例讨论、查房１０００余次，完成手术１４０台，培训讲
座１０１次，捐赠物资１５２万元，接收全省及部分省外地
区（青海、安徽等）基层进修人员１１０人。对口支援积
极推动了当地肿瘤学科的发展，１人被评为“对口支援
优秀援疆干部”，１人在 “南京地区十佳青年医生”评选
中获第一名。

信息化建设。加强门诊信息化建设，全面启用叫号

系统、报到系统，新增手机 ＡＰＰ预约，实现手机 ＡＰＰ分
时段预约及预付费功能；定时向省级综合信息平台上传

数据，实现与江苏省新农合省级平台的对接；建成并启

用１８个临床入径病种管理模板。
财务管理。通过新农合省级平台实现与各试点地

区新农合转诊患者出院费用及时结报，开展新农合商业

保险驻点服务；严格执行重大疾病和按病种付费相关政

策，目前已有３个病种成功申报医疗重大疾病按病种付
费服务。加强会计内部控制，实行三岗监管制度，控制

大额资金的支付准确性。

基础建设。积极推进医院建设，改善患者就医感

受。建成ＰＥＴ—ＣＴ治疗中心并投入使用；医院西扩工
程正积极稳步推进，完成土地征收工作，正在进行建设

前准备，力争尽快全面启动建设工程，建成后该院建筑

面积将达２２万平方米。
党建行风工作。１１月，召开医院第三次党代会，选

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组织“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的读书征文、演
讲比赛、知识竞赛等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和方

式对全院职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针对“权、钱、人、项

目”等重点环节及时开展政策宣传、短信提醒和廉政谈

话等工作；认真落实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完善

医德考评制度，并与医师定期考核相结合，电子档案建

设率１００％，药占比同比下降２１１个百分点。严肃认真
查处违纪违规问题，对各类举报办结率１００％。在２０１６
年省卫生计生委对全省１３８家三级医疗机构出院患者
满意度第三方调查中，我院综合满意度９４７４％，排名
第４６位。及时组织医护人员先进事迹报道，在南京地
区“十佳青年医生”评选中，该院取得两个单项奖的第

一名。

（方丽娟　葛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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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综述】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第二红
十字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分两个院区

（本部和东院），占地５８亩，建筑面积８９３万平方米，固
定资产 ７１３亿元，开放床位１４７１张。现有职工２２７１
人，其中高级职称４２４人，博士生导师１８人，硕士生导
师７５人，教授１５人，副教授５１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７人，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２人，省双创团队
１个，省双创人才 ２人，省特聘医学专家 ３人，第五期
“３３３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３人、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１２人，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３５人。医院现有临
床科室３７个，其中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１２个，省卫生计
生委“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医学重点学科２个、创
新团队４个、医学重点人才５人、青苗人才１９人。在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医院科技

影响力排行榜》中，肾脏病学、消化病学、内分泌与代谢

病学和普通外科学等入围相应学科全国百强。２０１６年
总诊疗人次１３３８万人次；出院５３８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１３％；手术２１万台次，同比增长８５％；平均住院日
９６天，同比下降０３天；每床平均周转次数４００次。
医院再次获得江苏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

考核优胜奖。

学科建设。耳鼻咽喉科获批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消

化病学、肾脏病学成为省“科教强卫工程”医学重点学

科，消化医学中心、肿瘤医学中心、妇产科和检验医学中

心四个团队成为创新团队；获得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

奖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项，江苏省妇幼健康新技术引
进奖二等奖１项，院级新技术立项３０项；为适应“二胎
政策”放开的需求，医院加大对产科和儿科的建设力

度，新增２个病区，产科和儿科共有床位２６７张，成为省
首批孕产妇和新生儿危重症救治中心。

公益工作。继续做好各个层面的对口支援工作，先

后６名医生“组团式”援助新疆克州人民医院，已圆满
完成任务回院；６３名医师赴基层医疗机构援助，２位医
生援助陕西绥德县医院。多渠道合作推进区域协同发

展，新增昆山宗仁卿纪念医院等八家“医疗联合体”成

员单位，与鼓楼区、秦淮区、浦口区共２０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与浦口医院及周边四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１＋１＋４”的特色医联体模式。
多渠道开展公益活动，扩大医院影响力，２０１６年共开展
社区新报“健康大讲堂”和门诊大厅健康公益讲座６０
余期；开展大型义诊、博士团“三下乡”活动等近３０场；
在中央十套、江苏卫视、扬子晚报、南京日报、金陵晚报、

南京晨报、现代快报、祝您健康杂志等媒体开展医学科

普宣教２００余次。
科研工作。２０１６年共获得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２８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１０项，省科技厅社会发

展项目面上项目 ３项和基础研究计划青年基金项目
１项、面上项目２项，省卫生计生委面上项目２项、青年
科研课题２项。全年共发表论文３２８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９８篇（５０≤ＩＦ＜１００的 ２５篇、３０≤ＩＦ＜５０的
１６篇），中华系列１５篇，核心期刊１２７篇。获得发明专
利授权６件，其中实用新型４件。医院获得南京医科大
学“十二五”期间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其中两人被

评为南医大“十二五”期间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全年组

织院内学术讲座３２次；完成了南京整合消化内镜学高
峰论坛、南京医科大学主动脉疾病论坛、金陵康复论坛、

第二届研究生论坛等继续教育项目１７个。
教育教学。全年共接收各专业实习生２０７名，其中

外国留学实习生１９名；招收硕、博研究生 ６３名；完成
３８２３课时，其中理论课２４４３课时，见习课１３８０课时；临
床技能培训中心培训３６５０人次；保质保量完成了教育
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和全国临床技能大赛华东赛区裁

判、助理裁判和国家执业医师分阶段考试考官任务。入

选南京医科大学“教学名师”１人、优秀中青年教师支持
计划４人。进一步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团队和
师资建设，顺利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现场复核，共招收住培学员 １８８名，目前在培学员
４３０名。

医院管理。加强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强化“三

基、三严、三合理”，在省卫生计生委病历处方质量专项

检查中，住院病历甲级率和门诊病历合格率１００％。应
用ＰＤＣＡ循环法、品管圈等质量管理工具持续改进工
作，在２０１６年第四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中医院的《乐
活圈》荣获三级综合医院护理组二等奖。多措并举推

进预约诊疗服务，预约挂号量同比增加１６％；据《卫生
信息化简报》统计，医院诊间预约量在南京４８家医院中
排名第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入选“江苏特聘医学专

家”１位、入选第五期“３３３工程”第二层次３人、第三层
次１２人；选送２６位中青年骨干出国进修学习。积极推
进ＨＲＰ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已完成财务核算、科研经费
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物流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等八个模

块的上线应用。加强药学部信息化建设，完成药房摆药

机和自动发药机的安装和使用。

基本建设工作。南楼建设取得主要工程许可证并

完成工程桩的施工，东院心血管外科、胰腺外科、肾内

科、康复疼痛科等科室新病房相继投入使用。新增西门

子双源 ＣＴ、飞利浦高端 ＣＴ、ＤＳＡ、数字胃肠机等医疗
设备。

党风廉政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两学一做”专题

教育，制定并落实《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清单》，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

规定”，严格执行《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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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儿童医学中心护理

组被省卫生计生委推荐接受国家卫生计生系统“全国

青年文明号”审批，收费挂号处成功创建为“省级青年

文明号”；院羽毛球队荣获南京市科教卫体系统团体冠

军。 （朱跃州）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综述】　２０１６年，医院现有在职职工６５２人，其中卫生
技术人员５６４人。卫生技术人员中高、中、初级人员比
例为１∶２∶５。２０１６年，全年门急诊５２２７４０人次，与
２０１５年同期相比增长５９４％出院患者１４８５９人次，同
比增长 ２５９２％；住院手术２６０７台（例），同比增长
３６４９％；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 １３天，与 ２０１５年度持
平。全年药占比为３４４０％，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７５６％。

落实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一是加大学科带头人

引进培养力度。先后引进、聘用了１３名急需人才，其中
主任医师５名、副主任医师３名、高级工程师１名，博士
研究生６人。二是狠抓稳增长，调结构工作，适时调整
绩效考核指标，鼓励临床发挥中医药优势。２０１６年医
院在中医诊疗技术方面新增疗法近２０项，中药饮片使
用率达２１４％。三是鼓励医疗创新，拓展新技术、新项
目。为提供技术支撑，２０１６年该院共安装医疗仪器设
备１９３台（件），其中，新装万元以上医疗仪器设备２２台
（件）；新装１０万元以上的医疗仪器设备１３台（件）；新
装５０万元以上的医疗仪器设备３台（件）；新装１００万
元以上的医疗仪器设备２台（件）。四是进一步提升干
部管理能力。该院２０１６年选送１名院领导到省委党校
学习，邀请２名医院管理专家来院进行医院管理专题培
训。２０１６年医院首次被省卫生计生委评为“委直属单
位综合目标管理考核优胜奖”。

强化医疗管控，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一是健全医

疗管理体系。医院成立质量管理委员会，健全院科两级

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梳理并制订了各项医疗护理

规章制度１００余项，并印制成册，人手一本。二是狠抓
医疗制度落实。分管院长医疗查房制度化；医疗、护理、

药学联合质控会定期召开；提升病例书写的及时性、审

签的规范性以及沟通的有效性。三是重视特殊环节管

理。加强急救体系的应急流程、手术安全查对、不良事

件报告、医师权限及非计划再次手术的管理。四是狠抓

“三合理一规范”的具体实施。医务处、护理部、药剂科

共同参与，进行８次临床医疗组专项检查。
以患者为中心，开展优质护理、中医特色护理服务。

２０１６年医院组织护士长、带教老师及护理骨干进行２次
护理理论考核和２次护理技能考核，组织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期间来院工作的护士理论考核６次，操作抽考６次。
理论考核参与率９５８％，合格率９０２％；操作考核参与
率９８５％，合格率９９３％。抓好护士中医“三基”训练，
规范西医院校毕业护士“西学中”理论及技能培训与考

核，提高护士中医理论及技能水平，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接受
“西学中”培训护士达到护士总人数９０％，为中医特色

护理打下基础。

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完成床边教学２４名学生的
带教课程，计接受１２２人次的本科生实习任务，完成２３
名研究生录入及规培事项。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医院设

立专项科研基金３０万，资助２５项院级课题。２０１６年医
院成功申报国家自然基金课题２项、江苏省自然基金立
项课题１项、江苏省中管局课题２项；组织继续教育教
育讲座２１次。全年全院共发表学术论文 ８９篇，其中
ＳＣＩ论文２篇、中文核心１篇、科技核心１６篇。医院与
建邺区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医联体，与雨花区
２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医联体，不断扩大医院的医
疗服务辐射区域。同时，医院结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实际需求，开设“慢病管理特色病区”和“康复特色病

区”，对深化医改分级诊疗做了有益的探索。医院加大

对外宣传工作力度。医院全年走进社区、走进校园开展

义诊、公益讲座６９场、电视电台直播 ９３期、媒体报道
６０篇，进一步扩大了医院美誉度和影响力。医院门急
诊暨康复病房综合楼获批立项，建筑总体量达１０万平
方米，总投入７４亿元，已列为省政府十大民生工程项
目。医院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完成血液净化中心及肾病病
区的业务用房改造等８个改扩建项目。为建设“智慧中
医院”，医院全面深化信息管理系统（ＨＩＳ），启动银医通
项目，优化就诊流程；上线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及升级版

的物资管理系统；上线高值耗材管理系统；在门诊实施

分区域分诊叫号系统；新增门诊草药房及代煎药房叫号

系统，实施医院信息网的全方位改造升级。

党风廉政及行风建设。与各科室、部门负责人、各

党支部书记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书，有效解决医

务人员收受“红包”问题。２０１６年度全院医务人员主动
上交“红包”２９起，共计上交金额３１９００元；开展“三好
一满意”、“两学一做”活动，强化服务意识，落实“三合

理”治疗制度，坚持做到价格公示，强化收费管理。当

年全院收到患者送来的锦旗４２面，感谢信５１封。
精神文明及群团建设。医院积极倡导青年医务工

作者参与志愿服务，营造志愿文化。该院药学部成功创

建为全国卫生计生系统“青年文明号”。工会工作，骨

伤科成功挂牌南京总工会“工人先锋号”。同时，注重

职工关怀，创建心理咨询室１个，并积极活跃职工文化
生活：该院职工参加市工会读书圆梦活动获二等奖

１名；在省卫生计生委组织的建党９５周年的各项比赛
中，获演讲比赛三等奖１名，摄影比赛二等奖１名，书法
比赛二等奖、三等奖各１名。在苏北阜宁、射阳遭受特
大龙卷风受灾后，医院积极动员医护员工献爱心，计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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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７６１００元。
２０１６年，医院领导班子有了新的调整。王红云同

志任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党委书记；张同远同志任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南京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殷

立平同志任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副院长。 （陈　彬）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综述】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开放床位８３０张，设有１６个一级专科，３２个二级专
科，其中国家级重点专科４个。该院现有职工１３００余
人，云集正、副教授、高级职称医师、研究员３００余名；国
家优青、省杰青１名；江苏省国医名师１名；全国名老中
医、省名中医、省名中西医结合专家２６名；博士、硕士生
导师４７名；１２位专家享受国务院及省政府特殊津贴；
拥有４个国家级、３个省级名老中医工作室；省“创新创
业”人才、省“３３３工程”、省“六大人才高峰”人才等３０
余名。拥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标兵、全国巾

帼岗位明星、省勤廉标兵、省、市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

十佳健康卫士等模范人物；国家及省市级青年文明号、

省市级巾帼示范岗、省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等一批先进集

体。该院不仅是专业从事中医药研究的省属公益类科

研机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西医结合医院、也是中国中

医科学院江苏分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

院、全国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科教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强化平台建设。不断完

善科研奖励制度、绩效考核体系，注重效率、兼顾公平，

形成临床与科研协同创新，合作攻关创造佳绩的良好氛

围。中标国家自然基金２０项（其中优青１项），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 ９项，省卫计委、中医药局重点专项各
１项。申请发明专利５项，新型实用专利３项，授权发
明专利２项，新型实用专利２项。全院发表学术论文
３７９篇，其中ＳＣＩ６８篇，最高影响因子５５７９，核心期刊
１５０篇。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源，带动分院协同创新
发展。在中国中医科学院２０１６科技创新大会上该院荣
获中国中医科学院分院建设进步奖。第八批自主选题

江苏分院的６个课题已完成验收４项，６人获中国中医
科学院第二批中青年名中医称号。同时，积极建立中医

药协同创新平台，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

省中医院、扬子江药业、济川药业、同仁堂药业、青海海

南州藏医院等合作开展了１５项科研项目，落实经验方
（肠康泰）转让１项，在研院内制剂品种１８个。开展多
途径培养模式，促进人才队伍的建设。积极组织申报人

才项目３８人次，中选 １５人和 １个创新团队，分别为
“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７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和
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各１人、六大人才高峰项目
４人，江苏卫生国际交流支撑计划、省政府奖学金各
１人，贾晓斌研究员团队获“科教强卫”工程及六大人才
高峰创新团队。徐荷芬教授被评为“江苏省首届国医

名师”，朱启勇工作室入选第二批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和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建设项目。选派１８名业务骨干赴国（境）外进修
学习，继续做好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大学、中国药科大

学等高等院校硕博士点合作共建工作，本年度在院研究

生１８２人，带教各类本科、专科临床实习生达 ３３５人。
首次独立承担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顺利招收了

３６名硕士研究生。
严格医疗质量管理，开展８０余次院级层面的质量

检查。加大医疗核心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力度和规范病

历管理。加强巩固抗菌药物管理工作，抗菌药物使用强

度较上年下降１７１３％。全年门急诊９７２７万人次，同
比增长０６％，出院２９万人次，同比增长８％，病床周
转次数３５４，同比增长５９％，床位使用率１０３２７％，同
比增长０５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９７天，同比减少０５
天，药占比４５１，同比下降１２６％。

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甲

状腺弹性超声技术、全内窥镜下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

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国内率先开展全内窥镜下单侧

入路治疗双侧腰椎管狭窄症手术并取得很好的疗效。

心血管科扩建ＣＣＵ２０张床，呼吸科建成专科ＩＣＵ，内分
泌科拓展一体化服务平台的建设，与迈皋桥、燕子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署糖尿病分级诊疗合作协议。普外

科、内分泌科通过省中医重点专科验收。继续强化中药

饮片考核，加强中药膏方管理，病区中药饮片使用率

５４１％。在病房和门诊分别设置中医综合治疗区和治
疗室，印制门诊中医综合治疗区诊疗单，方便科室间转

诊和患者接受治疗。在南京地区作为首家三级中医院

开展中药个体化丸剂、胶囊剂临方加工服务项目，提升

该院中医药服务能力。

做好医疗救助和对口支援工作。根据省政府指示，

应柬埔寨西哈努克省政府邀请，以谢林副院长为团长，

由急诊科、妇产科、儿科、普外科、皮肤科等７位专家组
成的江苏柬埔寨医疗巡诊团，在西哈努克省乡镇医疗中

心、西港特区进行了为期 ５天的巡诊，共义诊１６６３人
次。按照省委组织部和省卫计委援疆医疗人才选派工

作要求，消化科、妇产科２位专家远赴新疆克州人民医
院，进行了为期８个月的边疆支医工作。此外共派遣
３３名医师参加对口支援工作。

提升住院医师规培水平。作为国家住院（全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完善出台

７个相关规章制度，成立２２个临床专业“规培教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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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依托国家、省财政专项资金，新租、出新改造规培

教学用房及宿舍，保证规培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建立

国内领先的“模拟中药房”，积极申请“国际心肺脑复苏

急救培训基地”认证（美国心脏协会心血管病急救中心

分中心）。委托规培医师合格率１００％，全科规培医师
合格率１００％，本院规培医师合格率８９％，专硕研究生
合格率７９％。２０１６年基地招录住院医师规范化学员
１２７名，在培学员规模２８０余人，住培师资规模１６２人。
２０１６年度省级住培结业考试名次处于领先，中医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通过率９１４％。

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新领域，推进医联体建设。以糖

尿病诊疗为抓手，与栖霞区卫生局共同探索医联体诊疗

新模式，分别与迈皋桥、丁家庄、燕子矶社区服务中心签

订合作协议，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以专家门诊、联合

病房、影像检验集约化等合作方式，逐步建立起规范化

的糖尿病分级诊疗新模式。同时，积极加强与周边厂矿

健康拓展工作，与南京市企事业协会下属１５家单位签
署医联体建设合作协议。积极争取院府合作建设幕燕

风光带三甲医院。

落实信息化、人性化服务措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继续强化信息化建设，通过推行居民健康卡优化门诊自

助流程，实现居民健康卡发放、自助挂号、自助交费、自

助打印检验报告等功能。推行手机端微信和支付宝挂

号、缴费、查询报告功能。增加微信在线挂号，微信支付

宝线上支付等服务，统一号源池，实现分时段预约，不断

提升预约就诊的精确度，实行实名制预约诊疗，加强身

份识别，加强号源管理，护理团队获市护理学会门诊沟

通案例比赛团体第一名。

党建和行风工作。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的示范带

动作用，努力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以“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为重点，按照实施方案和学习教育安排，完成所

有规定动作，组织开展“两学一做”知识竞赛，荣获省卫

计委两学一做知识竞赛三等奖。开展最佳党日活动评

选，后勤党支部获省卫计委党日活动立项。创新教育培

训载体，开通“党团之家”微信订阅号，建立党务干部微

信群，现已发布６１期，稿件１５６篇，收到较好反响，并在
此基础上申报党建创新创优项目“‘微党建’增强党组

织凝聚力、助力党员学习成长”。制订年度院党风廉政

工作计划，签订《２０１６年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责任书》
６５份。制发了《关于填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的通
知》，落实院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护士长及重点岗位

工作人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管理，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自查，把基建工程、专项资

金、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作为工作重点，及时进行

谈话提醒，坚持抓早抓小。开展廉政集体谈话７次、个
别廉政提醒谈话６２人次和任职前廉政谈话６人次。严
格执行“三公”经费管理规定，每季度末开展专项检查。

元旦、春节、五一、端午等重大节日，均通过网站、微信、

短信、院报、会议等形式，向全院干部职工开展节日廉洁

自律提醒。收到患者和家属赠送的锦旗、表扬信８０面
（封），２４人次医务人员退还患者赠送的礼品、礼金约
３２万元。回收患者填写的满意度调查表４５５３份，其中
满意３９６３份，综合满意率９６３７％。对２万多名出院患
者进行了电话回访。编制和发放《院行风情况通报》１０
期。继续抓好“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等创建

工作，教育激励团员青年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门诊

中药房、产科护理组成功申报国家级、省级青年文明号，

４个集体通过省级青年文明号重新认定。
（杨　鸣）

江苏省血液中心

【综述】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血液中心荣获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度江苏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连续四年荣获江苏省卫

生计生委直属单位综合目标考核优胜奖。全年采集全

血８１６３４人次，采血总量１３０６５５单位；机采血小板
１１１８４人次，机采血小板总量２１５０２个治疗量，保障驻宁
部、省属及部队医疗机构的临床供血。

献血宣传招募。邀请零距离主持人大林担任无偿

献血宣传形象大使，利用“６·１４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
动日，以及元旦、春节、情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开展献

血宣传活动；探索无偿献血宣传招募新举措，开展“六

进”宣传活动（医院、学校、部队、机关、企业、社区）；撰

写、编辑、登载中心网站综合新闻等栏目各类稿件６８６
篇，收集国内外行业动态 ４９５篇，网站年访问量达到
４００万人次；新浪、腾讯官方微博累计发布信息２７９５条；
官方微信累计发布信息１７３篇；与媒体保持良好沟通，
召开６次新闻发布会，接待媒体采访３０余次，在各大平

面媒体发布新闻１５２篇次，其中《健康报》５篇、《中国输
血报》１２篇；“血液的奥秘”科普教育基地全年接待参观
６８批次，２３７７位参观者；志愿者服务队荣获共青团江苏
省委授予的“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奖”。

采供血服务。全年为１１２４名献血者提供用血报销
服务，共计１０５５万元，其中本地办理５０２人次，异地代
办４０９人次。为８３６万名无偿献血者投保意外伤害综
合保障保险，支付保险费８３６万元；理赔１１０人次，赔
付金额５１万元。２０１６年向临床提供红细胞制剂１３２
万个单位，冷沉淀５１９万个单位，血浆１０５１万毫升，红
细胞分离率９９９９％。为临床提供各类疑难血型配型、
血小板临床配血、抗体筛查等输血技术服务，提供２４小
时输血疑难问题咨询。全年为医院提供２４小时免费送
血的服务１４８万趟次。采血一针率９９９４％，献血者满
意率９８６％，供血医院满意率９７８％。

科研和人才培养。与法国血液中心、美国国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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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南京医科大学等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在血液预警、输血安全技术、经血传播传染病防

控、采供血信息共享、血小板病毒灭活等领域开展合作。

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

室签订合作协议，成立经血传播传染病病原体检测联合

实验室；完成了近万人的中国汉族人群大样本Ｖｅｌ血型
抗原基因频率调查，在国内首次发现 Ｖｅｌ－基因杂合缺
失突变的个体，并完成家系调查；在研究 Ｌａｎ血型 ＡＢ
ＣＢ６基因工作中发现一组新的等位基因突变，已由国际
基因库（ＧｅｎＢａｎｋ）公布（序列号 ＫＸ６８８７５９）。２０１６年
获江苏省医学新技术评估二等奖、江苏医学科技奖三等

奖、江苏预防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

三等奖、省卫生计生财务研究课题三等奖各一项，派出

５批次计１２名专业技术人员出国交流。全年共发表文
章４４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和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１４篇。

业务交流。协助召开中国输血协会六届三次理事

会、全省无偿献血联席会办公室成员会议、全省血站站

长会议、全省采供血机构第七周期技术审查及执业验收

会议、省输血协会六届四次理事会暨学术年会等；协助

省卫生计生委完成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奖、志愿服务奖及

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核报，全省新版献血证

启用；组织开展全省采供血行业开放性课题中期评估；

推进全省采供血机构信息化建设，协助做好全省血液信

息系统联网及“四个平台”维护工作；通过省卫计委智

慧健康主干网络，启动与医院输血科联网工作；举办了

１３个国家级和省级继续教育项目；每年２次对省内１４
家血液中心、中心血站的实验室进行血液检测能力室间

评价活动；制订《采供血机构联合内审实施方案》，牵头

组织全省采供血机构开展联合内审工作；接待省内外采

供血机构、医疗机构进修学习２８人次。在人才培养、业
务指导、设备援助、经费支持等方面，与新疆伊犁、克州、

青海省海南州和西藏自治区采供血机构开展对口援助。

基础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楼质量管理

科、检验科核酸检测实验室完成整体改造并搬迁。完成

灾备机房的改造建设，实现双机备份，保障血液信息安

全。购置全国首台锂电成分血采血车。完成物料管理

信息系统的改建、ＯＡ系统升级。新增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全自动滤白柜、配平仪等

设备。

质量安全管理。贯彻落实 “一个办法、二个规范”，

以“科学管理、质量至上、优质服务、安全供血”为质量

方针，以“发放至临床的血液产品合格率 １００％”为质量
目标。建立质量记录控制程序，２０１６年共进行管理评
审、内部审核、外部监督审核、文件和记录评审各一次，

同时进行常态的过程动态检查。每季度召开质量管理

委员会会议，并召开２次专题讨论会，形成纠正和预防
措施４８条。高分通过第七周期全省采供血机构技术审
查及执业验收评审，基本分得分率为９７２５％，持续改
进分得分率为８９％。全年共检测标本９３４３７人份，不合
格率１２０％，同比下降５５１％；报废率１６２％，同比下
降２９９％。

党建和文化建设。落实行风廉政建设、党建工作责

任制，与各科室负责人、支部书记签订责任书，做到把行

风廉政建设、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

核。强化领导民主生活会、中心组学习制度。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党日活动与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帮

扶活动相结合。与锁金社区、龙潭街道丽江苑社区、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中队党支部结对共建。以党建带团

建、促工建，发挥工会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召开第三

届工会会员（职工）代表大会暨三届二次会议，举办全

省采供血机构乒乓球比赛、文艺会演。检验科核酸组荣

获“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青年文明号”；办公室荣获
南京市内保工作先进集体；志愿者服务队荣获江苏省

“优秀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南京市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流动的红马甲”项目在团省委公益项目大赛中获

得“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奖”；在省卫计委“建党９５周年
主题系列活动”斩获７个奖项。 （王　静）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综述】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江苏省妇幼卫生保健中
心、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是中日两国政府合作项

目，于１９９８年建成试运行，２００２年８月与江苏省人民医
院实行医疗合作，继而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实行一体化管

理，作为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妇幼分院，２０１０年增挂江苏
省妇幼保健院院牌。该院承担着江苏省妇女儿童的医

疗、保健、科教、培训等指导中心任务，是一所以妇幼保

健为重点、专科、特色突出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

医院占地面积４万平方米（６０亩），目前建筑面积 ３１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１９８亿元，其中医疗设备 １１亿
元。目前开放病床３９７张，现有工作人员７７７人，其中
卫技人员６８５人，正高职称６０人、副高职称９３人，博士

生导师１０人、硕士生导师３１人。医院生殖医学科是国
家重点实验室（临床部分）、省临床医学科技专项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省“科教兴卫”工程临床医学中心、省

“科教强卫”工程临床医学中心建设单位；妇科是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卫生计生委四级腔镜培训基地；产

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省“科教兴卫”、“科教强卫”工

程重点学科；乳腺病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普外科的组

成部分，是省“科教强卫”重点学科、乳腺疾病省级诊疗

中心；护理学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临床护理学的组成

部分。医院有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８个。２０１６年，多
项业务指标均优于上年，门急诊总量８８２３９１人次，同比
增长５１３％；出院２８１３６人次，同比增 ２３１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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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９９台次，同比增长１６２１％；分娩婴儿７７３５人，同比
增长７７８６％。单日最高门急诊量３７５９人次、手术５７
台次、分娩４２人，均创历史新高。平均住院日５８天，
同比下降０８天。药占比３１６９％，同比降低４５８个百
分点；业务收入５０７２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０３％。

妇幼保健工作。参与制定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评审

标准、省级托幼机构管理规范、早产儿保健规范、妇科内

分泌诊疗规范等；完成全省孕产妇死亡、５岁以下儿童
死亡、出生缺陷监测等８项妇幼卫生信息的省级审核、
上报工作，组织全省孕产妇死亡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评
审工作。开设全省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管理培训

班，建立宫颈癌防控基地，加强出生缺陷防控，全省农村

妇女叶酸补服率９９％。组织开展孕产期保健、妇女儿
童保健等２０余项技术的全省培训，累计培训基层业务
人员５０００余人次。开展下基层现场督导与质控１０余
次，全年发放健康教育材料７万余份。妇保加强围产期
保健等７个亚专科建设发展，儿保加强儿童生长发育等
６个亚专科建设发展。妇儿保专科建设成果显著，个体
保健服务量较去年有较大幅度增长，科学研究同步

发展。

医疗质量与安全。重视危急重症救治体系建设，完

善危急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成立救治领导

组、专家组、质控组以及后勤保障组；制订以产科危重症

救治为主的《常见危重症患者抢救流程及应急预案》，

加强预案管理与应急演练；依托院本部支撑，建立危重

症多学科联合救治平台。实现孕产妇和新生儿零死亡；

成功获评江苏省首批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指

导中心。组建ＤＳＡ导管室，开展子宫动脉栓塞和腹主
动脉球囊阻断等介入手术，上年８月启用至年底，共完
成介入相关手术３１５台次，其中产科介入手术４０台次。

提高服务能力。积极应对门急诊量激增，开设产科

建卡预诊门诊、孕妇抽血专窗、预防接种门诊、老年肾科

门诊，满足孕产妇和患者需求。增设自助报到机和门诊

排除叫号系统，改善门诊就诊秩序。启用自助挂号缴费

一体机，缓解门诊窗口排长队问题。合理调配护理人力

资源，缓解产科护士短缺矛盾。调整产科加床模式，规

范产房服务流程，新增“早产儿袋鼠护理”，完善孕产妇

转运交接流程，充分发挥资深助产士作用，提高孕产妇

和新生儿护理服务质量。

医院管理。完善医疗质量与安全持续改进会、职能

处室工作ＳＷＯＴ分析讨论会、职能处室月度工作汇报等
工作制度，强化内部汇报沟通与协作。加强信息系统升

级和上线管理，完善系统问题分析与整改流程，平稳实

现门诊分诊叫号、ＬＩＳ、移动护理、手麻、分娩信息登记直
报等系统的上线、更新或完善。成功承办“妇幼健康中

国行———走进江苏”启动仪式，并组织参加多场妇幼健

康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圆满完成３年期的国家西部

妇幼能力提升项目，获评“国家西部地区妇幼卫生能力

提升项目先进单位”。先后组织多名专家赴新疆和桑

给巴尔开展义诊和手术指导，协助国家妇幼中心举办培

训班。全年安排基层医疗服务４２人次，安排专家进行
技术支持指导７７人次。牵头组建“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妇幼健康联合体”，现有１５家成员单位，积极推进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上下联动和资源共享。

学科建设。在省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评审中，

获评临床中心建设单位１个、重点学科２个、创新团队
３个、重点人才３名。完成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和
重点人才终期考核，包含６个重点学科、２个重点学科
建设单位、９名重点人才、４名重点人才青年培养对象。

科研教育。２０１５年新获科研项目２７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７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合作项
目１项、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临床前沿技术１项、省经信
委智慧江苏建设项目１项。获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１项，省妇幼健康引进新技术奖一等奖３项、二等奖
２项，全国首届妇幼健康奖４项。发表 ＳＣＩ论文５６篇，
同比增长６５％。中心实验室、分子检测中心等公共平
台建设初具雏形。全年完成南京医科大学各类教学任

务６５００课时；招收硕士研究生 ３９名、博士研究生 ２５
名，新增硕士生导师５名、博士生导师１名。举办国家
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８项，省级项目８项。

基础建设。全力推进新楼建设，主动与新楼相关使

用科室对接，同步进行各专业深化设计１５项，召开专题
方案讨论会 １５３次，组织外出参观考察、学习交流 １６
次，做好建筑与功能深化设计。将门诊楼地下停车库

（９８０个车位）纳入扩建一期工程，进行方案设计与概算
调整，努力实现新楼２０１７年８月底交付使用的目标。

后勤保障。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工作，将综合维

修、空调和电梯日常运维、配电值班等工作逐步外包给

专业化公司，加强监管与考核。依托本部综合支撑，加

强预防性巡检与维保，自主完成医疗设备的维护与保

障，维修费用支出占医疗设备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到

１％。改造门诊数字化网络监控平台，加强产科、新生儿
病区等重点区域管理，创造安全的院内环境。

党建文化。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同步

开展专题党课学习。圆满完成与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对

口支援工作，荣获中国卫生计生政促会妇幼分会援疆援

藏先进集体称号。开展专题党课，组织全体人员观看警

示教育片。针对新大楼全面建设的特殊时期，加强对基

建、总务、设备、财务、审计等部门的廉政反腐专题教育，

帮助党员在思想上牢筑“防火墙”。打造院内文化长

廊，展示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先进事迹。与社会媒体

合作，充分发挥网站、微信、微博、院报等自媒体宣传和

服务功能，推出了一系列正面报道。

（陈步伟　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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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６年是学院建设省级示范高职院的开篇之
年。学院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康复治疗专业的《康复治疗适宜技术

实训平台》、中药专业的《中药栽培与加工传统技能实

训平台》成功获得江苏省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实训

平台立项；学院先后荣获“江苏省普通高校教科研先进

集体”和“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称号；师生相

继荣获第二届全国医学院校病案信息管理技能大赛团

体一等奖，江苏省应急救护技能竞赛一等奖，江苏省职

业规划大赛一等奖，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江苏省技术

能手，江苏省红十字应急救护能手，江苏省教育科学研

究成果二等奖，江苏省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江苏省高职院辅导员技能大赛二等奖，第六届“卓

越杯”英语大赛二等奖；２０１６年，学院再次获得省卫生
计生委综合目标考核优胜奖。

党建工作。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院

党委中心组组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１５次；举办中层
以上干部专题培训、讲座８次。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
对基层党组织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学院设立４个党总
支、３个直属党支部和１８个党支部，全年共发展党员３７
名。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党委主体责任、纪

委监督责任”的全面落实。重新修订了《江苏建康职业

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明确省内公务接待全面

禁酒。

规划编制。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和高职教育创新

发展，科学编制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相关分项规

划，２０１６年７月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已报送省卫生
计生委和省教育厅。

教学工作。加强品牌专业、重点专业建设。省品牌

专业康复治疗技术，省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药学、护理、

卫生信息管理（病案方向）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

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改革及建设，成功举办全国职业院校康复治疗技术

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制定专家工作会议，提升学院影

响力。将职业技能鉴定纳入课程管理，实现课证融通，

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成功申

报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体现中医药办学特色。严格

日常管理，各项教学工作平稳运行；开展二级学院教学

管理工作考评；坚持、完善巡课及听课制度，各二级学院

积极开设公开课，进行同行听课评价，２０１６年各二级学
院开设公开课５４次。２０１６年，学院４名教师参与教育
部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１９名教师
以主编、副主编、编者的名义参与人卫版区域教材的编

写工作，２名教师分获江苏省微课竞赛一等奖和三等
奖，《妇产科护理学实训指导》教材通过省教育厅重点

教材建设项目验收，１名教师获得江苏省重点教材立

项。新增教学仪器设备６２０万元；拥有２００个稳定的校
外实习基地，３所附属医院。实施与南京市莫愁中等专
业学校的“３＋３”中高职药学专业对接，与南京医科大
学“３＋２”护理专业高职本科分段培养招生项目，新增
与徐州医科大学“３＋２”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高职本科分
段培养招生项目。

学生工作。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全年选派３４人
次参加国家级、省级１３个项目的培训，荣获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三等奖１项。重视贫困
生资助工作，创造条件开展勤工助学，全年发放各类助

学金共４９６５万元，资助覆盖面６０％以上，接受省教育
厅“２０１５年度高校资助绩效工作评价”，获优秀等级。
２０１６年学院面向全国 １３个省市招生，招生人数２５４５
人，其中“３＋２”高职本科分段培养录取线３１６分，位列
全省高职院录取线第一；普通类文科理科录取分数线位

列全省卫生类高职院第一、全省公办高职院第五。全年

组织开展就业指导讲座８场，大型校园招聘会３场，各
类专场招聘会 １４场；２０１６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９０６９％，年终总就业率９９２４％；学生在江苏省第十一
届职业规划大赛获“十佳职业规划之星”称号。

科研工作。２０１６年共申报科研项目９５项，立项６１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１项、江苏
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１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２项；发表论文１５０余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５
篇、核心期刊论文６０余篇；申请专利６项，其中发明专
利４项，荣获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和江苏省
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社会服务。加强与国家卫计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合作，共建卫生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试题开发基地，共同

完成全国卫生行业职业技能年度命题、审题工作。成

功举办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总决赛，

荣获“特殊贡献奖”。２０１６年录取成教新生７４５人，目
前在校生１７５３人；完成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上海交通大
学２０１６年４１６人的招生录取工作，目前远程教育在校
生１５０１人；组织申报 ２０１６年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１项，省级项目６项。完成全省乡镇卫生机构管理人
员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人员培训任务（４期 ３１９
人）。举办全省基层卫生管理干部培训提高班（２期
１２６人）。圆满完成青海省海南州、新疆克州、新疆伊
犁州管理干部培训任务（４期１０７人）。指导和规范全
科医学培训工作，承担全省４７７名全科医生规范化培
训带教师资培训和全省 ５２６名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考
试。组织全省村卫生室用药知识培训３６５１人次。举
办村卫生室初级急救知识培训，发放合格证书７７３９
份。查新咨询室全年完成各类查新项目１６３５项，编辑
部圆满完成《中国肿瘤外科杂志》和《国外医学卫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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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分册》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着力提高期刊质量和

学术影响力，《中国肿瘤外科杂志》首次入选“江苏省

精品科技期刊”。

（刘　嘉　郑　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综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创于１８８３年（清光
绪九年），时称“博习医院”，１９５４年６月易名为苏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１９５７年成为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２０００
年苏州医学院并入苏州大学，医院更名为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医院本部坐落于古城区东部十梓街１８８号，
占地面积６４９６０平方米；医院南区（人民路地块、竹辉路
地块、沧浪宾馆地块）占地面积９３７５４平方米；建设中的
总院坐落在苏州城北平江新城内，占地面积约 ２０１９
亩，核定床位３０００张，将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床
位１２００张，建筑面积２０１６万平方米，已于２０１５年８月
２８日正式投入使用；二期规划床位１８００张，建筑面积
２１８４万平方米。实际开放床位３０００张，职工４２００余
人。２０１６年，医院完成诊疗总量３１７０万人次，同比增
加１３６％；出院 １２６万人次，同比增加 ３４５％；手术
３８万例，同比增加３１５％；病床周转次数４４２次，同
比减少１６次；平均住院日８３天，与去年同期持平；平
均术前住院天数２４天，同比增加了０１天；病房危重
患者抢救成功率９５０％，同比增加０５％。医院实现总
收入４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６％；药占比３９０％。

研究工作。２０１６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５７项、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２项，省科技厅社
会发展项目５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６项等；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６项，其中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１项，这是医院时隔１２年再次获此殊荣；江苏省科学技
术进步三等奖２项，高等学校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
术）二等奖１项，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１项，江苏医学科
技二等奖１项等；２０１６年发表北图核刊和统计源期刊
论文４２６篇，ＳＣＩ论文２３３篇。

对口支援。做好陕西省富县人民医院、海门市人民

医院、连云港灌云县人民医院３家医院的对口支援工
作，帮扶协作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拓展。全年共派出

６３名医师到对口支援医院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免费接
收对口支援医院进修人员３０余人次，派出人员３００多
人次，累计天数２８天。妇产科持续援助新疆伊犁州妇
幼保健院，普外科、消化内科赴新疆克州人民医院开展

对口支援，神经外科挂职江西省肿瘤医院，通过培训、讲

座、会诊、义诊等多种形式，传播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

宝贵经验，填补地区技术空白，帮助受援地区“造血性”

发展。

医疗工作。建立健全医疗质量管理组织，每季度召

开会议，通报季度的死亡与自动出院情况、非计划二次

手术情况、住院时间超过３０天患者管理情况、会诊情况
等核心指标，全面加强质量监管；严格落实医疗质量管

理与监督责任制，加强制度化检查，实行不定期手术室

现场检查考核，进行现场反馈并全院通报；通过现场检

查、及时反馈、督促整改、将检查结果纳入季度考核等手

段第一时间发现并杜绝医疗质量及安全隐患；定期开展

医师考核，加强“三基三严”培训，规范医师执业行为；

强化临床路径管理，已有骨科、血液等 １９个科室，１７６
个病种进入临床路径，累计进入例数６３３８１例，进一步
规范诊疗行为；对医疗纠纷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存在的不足。实行有专科内涵及特色的优

质护理，加强护理质量管理，保障护理安全；进一步推动

岗位管理，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积极配合医院的绩效改

革工作；细化各层级护理人员培训，完善培训模块，创新

培训模式，提高整体护理质量。医院现有护士２０６９人，
床护比１∶０６０，优质护理Ａ类病区２０个。各专科围绕
“安全、科学、创新、满意”的理念，相继推出极具特色的

护理服务。如骨科在全省首先建立“居家骨病护理平

台”、神经外科针对误吸的规范化管理，呼吸科改良排

痰护理技术、心内科开展“双心护理”、内分泌科实施的

基于糖尿病患者的延续远程管理等，都受到患者的一致

好评。继续做好急诊急救、骨科护理专科护士的培训工

作，辐射周边基层医院，为苏州市乃至全省培养专科护

理人才。结合创建平安医院工作实际，医院研究制订

《２０１６年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深入推进平安医院创
建工作方案》，做好组织协调，严格自查自评；落实手术

分级制度、不良事件报告制度；进一步规范药品管理，保

障用药安全；强化输血安全；严格控制医院感染，保障医

院安全；畅通信访渠道，加强医患沟通，为医院发展构建

安全和谐的环境。以打造华东地区应急中心为基准，通

过实施“创建、拓展、提升”工程，促进医院“三大中心”

（脑卒中、胸痛、创伤）建设再上新台阶。通过构建多学

科协作体系、“绿通”急救体系、信息化建设和规范化二

级预防管理，脑卒中中心荣获全国高级卒中中心第二

名；建立以苏大附一院为中心，遍布苏州大市的“胸痛”

急救网络，规范胸痛诊治流程，大大缩短胸痛患者的救

治时间；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中国创伤救治联盟单位—创

伤救治中心，成为江苏省首家医疗单位；医院成功开展

直升机空中医疗救援应急演练，这是江苏省医疗界的

“首航”，构建“地面＋空中”的立体化救援网络，打造黄
金１５分钟生命救援通道，极大地提升了该院区域紧急
救治能力。

教学工作。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

的教学思路，以加强临床技能实践教学为抓手，注重训

练学生临床思维，全面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全年共完成

４９个班级的教学任务，其中理论教学７６４４学时，见习带
教１５万学时，共计２２万学时。医院成立口腔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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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研室原下属各教学组升格为教研室，架构重建后教

研室增至４６个；完成教研室主任的换届改选，明确职
责，推进床边教学、开展教学查房、提升教学技能、稳步

推进教改等，圆满完成研究生招生、教学管理、就业指导

等工作。

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２
人入选“江苏省医学杰出人才”，１人入选“江苏省医学
杰出人才”培养对象，２个专科被评为“江苏省临床医学
中心”；参加各级各类毕业生双选洽谈会２２场，召开面
试考核会９场，录取５１４人，其中博士生５２人、硕士生
１０７人、本科生１５０人、大专生２０５人，博士生的招收数
量及质量均创历年新高。１个团队入选省“双创团队”，

２位人才入选省“双创人才”，３人获省特聘医学专家荣
誉称号；４人入选省“３３３”工程第二层次、１８人入选第
三层次，２人获六大人才高峰资助；吴德沛教授入选中
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平江新院运行。新院一期工程自２０１５年８月投入
运营以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当前，二期建设仍然面

临着公共平台的发展规划、流程优化、功能需求、工程管

理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医院将率先启动综合楼建设，充

分考虑教学办公、科研大楼、行政辅助等区域，力争

２０１７年年底实现结构封顶，并积极筹备二期病房建设，
建成拥有３０００张床位，医教研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国际
性、有特色的新医院。 （郜　 ）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综述】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建于１９５９年，在原苏
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基础上独立组建。经过５０
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

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童医院，隶属于江苏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５年被确认为江苏省儿科类紧急医
学救援基地。有总院和景德路两个院区。总院占地面

积近６万平方米，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１３３万平方米。
景德路院区占地面积１８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５万平
方米。核定床位１５００张，实际开放床位１００３张。现有
职工１５２７名，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１３３８名。

医疗工作。２０１６年医院完成门急诊总量 １９０２９
万人次（其中总院１０８６７万人次，景德路院区８１６２万
人次），同比增长１００５％；出院患者４５３万人次，同比
增长８３８％；完成手术 １１７万例，同比增长 ５４７％。
新增 ４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１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单位。全年各专科共申报新技术、新项目３０项。成
功举办江苏省第二届儿童危重症专科护士培训班。分

别从香港玛丽医院和国内三甲医院引进学科带头人２
名，加强医院部分薄弱专科的建设。苏州市新生儿急救

分站在该院挂牌。完成门诊统一支付平台建设工作，正

式上线使用“医讯通”手机 ＡＰＰ、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
务窗等３个平台，成为苏州大市范围内首家同时启用以
自助机为载体的多种挂号缴费方式的医院，共向社会提

供７种预约途径。
教学工作。以苏州大学儿科临床医学院为依托，配

合学校顺利完成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本

年招收临床医学（儿科方向）学术３２名学生。本年医
院共招收各类研究生１１８名（其中全日制研究生７３名，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４名）；毕业研究生８５名，其中获得
博士学位的有１２名，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均创历史新
高。在教学成果方面，医院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儿科人文与医患沟通》；有１位学
生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生荣获江苏省高校

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６项；完成７项江苏省高校研究生

创新计划项目的结题工作。

科研工作。当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项，获省
重点研发专项资金项目３项；获省厅级科研项目８项、
市级科研项目２５项。获江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１项，
国家教育部科技奖二等奖１项（首次获得），省教育厅
高校科技成果奖三等奖１项，省卫计委医学新技术引进
奖、妇幼保健新技术奖 ８项。全院公开发表论文 ２１５
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４５篇，３篇高质量、高影响力的论文发
表在中科院ＪＣＲ期刊分区一区期刊上。１人纳入江苏
省医学杰出人才培育对象。

人才培养工作。２０１６年完成省第四期“３３３工程”
的期满考核工作；第五期“３３３工程”获批第二层次 １
人，第三层次２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人，省六
大人才资助１人，１人次获评“姑苏卫生领军人才”，１
人次获评“姑苏卫生重点人才”；新招聘职工１８５人，其
中医生５０人，护理９６人，医技２７人。当年接收外院联
合培养住院医师３０人；完成住院医师２０１６级社会化规
培学员招生工作；基础生命支持 ＢＬＳ培训合格１６７人，
高级生命支持ＰＡＬＳ培训合格３０人。当年医院３０余名
带教老师取得国家级和省级师资资质，组织举办住院医

师讲座５０余场，受教育２０００余人次。
对口支援工作。医院考核选拔１人支援新疆伊犁

妇幼保健院，２人支援贵州省松桃县人民医院，２人支援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口支援陕西省旬邑县人民医院

协议已经签署，即将派员前往；选派８名医师赴沭阳县
人民医院、２名医师赴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口支援儿
科建设；选派２６名医师赴高新区人民医院进行城乡对
口支援工作。医院克服了人员紧缺的困难，较好地完成

各项对口支援工作，为受援单位提供先进的医疗技术和

管理理念。

党建工作。医院组织召开中共苏大附儿院第一次

党员代表大会，全院１５３名党员代表参加，选举产生新
一届“两委”委员。医院成立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协调小组及工作机构，召开学习动员大会。加强反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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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教育，组织全院职工观看警示教育片，院内网增设

“廉政教育”专栏，制订《诫勉谈话制度》。完成２０１６年
中层管理干部换届竞聘工作。共设岗位１４９个，其中党
政岗位４３个，医务岗位７０个，护士长３６个，历时３８天
平稳完成中层干部换届工作。组织“千名医生走基层”

义诊活动６次。开展“小丁青年志愿者营”活动２０余
次，服务人数达８０００人次。总计志愿服务２６５０人次·
小时。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全面回顾 “十二五”，科学规

划“十三五”。２０１６年编制工作小组按照《方案》的进

度安排，稳步推进编制工作，经九届五次职工、工会代表

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迎接三甲医院评审和大型医院

巡查。运用ＰＤＣＡ持续改进管理工具，不断自查、整改、
再自查、再整改，促进医疗安全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针

对专家组在评审和巡查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医院进行

认真分析，积极整改。承办第二十六届全国儿童医院院

长会议。此会议是全国儿童医院管理领域最高规格的

会议，来自全国８９家儿童医院共计约３００人参加，同时
组织医院总院的参观活动，共计１０９位参会代表参加，
促进了院际交流和地区交流。 （马新星）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综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由清末状元张謇创办于
１９１１年，是一所省属综合性教学医院，苏中地区医疗保
健中心。医院占地面积９１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６５
万多平方米，开放床位２０１６张。２０１６年总诊疗 １８１３
万人次，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４１％；出院患者８８２６４人次，同
比增长７４％；住院手术４０１０７台次，同比增长８１１％；
年平均住院日９２天，同比下降０４天。２０１６年医院获
得江苏省卫计委直属单位综合目标考核优胜奖、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

医疗质量管理。西京消化病医院南通整合医学中

心、创面修复中心挂牌成立，省级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

指导中心、卒中救治中心、胸痛救治中心、创伤救治中心

落户通大附院，急重症患者救治能力再上新台阶。强力

推进三级分科及亚专业分组，深入开展多学科合作诊

疗、临床路径管理，加强限制临床应用技术和二类医疗

技术的自主管理，实行手术分级和动态管理，规范医疗

行为，确保医疗安全。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开展预约

诊疗，专家门诊预约号源投放率１００％，预约平台挂号
人次占全市预约总量８０％。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临床医学再次入选省教育

厅“十三五”重点学科，ＥＳＩ排名在世界前１％的基础上
继续前移至１６９０位。神经疾病诊疗中心入围省“科教
强卫工程”十大临床医学中心；手外科、医学检验科、血

液科、眼科成为医学重点学科；新增４个省级临床重点
专科；获批成为国家卫计委首批认定的干细胞临床研究

机构，全国３０家，江苏仅２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９
项，位列全国医院第７６名；获国家博士后基金４项；省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２项，省重大疾病专项１项；省
博士后基金４项。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中华
医学奖三等奖１项，省卫计委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１９项，
省医学科技奖４项，省教育研究成果奖二等奖１项。发
表ＳＣＩ收录论文１７１篇。新增中华医学会专业分会副
主委１人，实现历史性突破；新增江苏省医学会专业分
会主委 １人，侯任主委 ４人。新增省特聘医学专家
１名，省“科教强卫工程”创新团队２个，医学重点人才
２名。新增省“３３３”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１人，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７人。新增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１人，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４人。

坚持医院公益性。与陕西省南郑县人民医院、宿迁

市第一人民医院，海安县、启东市人民医院，狼山、竹行、

新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对口支援协议书》，

切实落实支持帮扶计划，派出对口支援医生２１名。做
好省级综合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作，应急物资储

备充分，建有３类、６支，近３００位专家组成的卫生应急
队伍，组织紧急医学救援演练５次，圆满完成各项重大
活动保障，全力做好５３１启东海四达事件、蛟龙重工放
射事件等伤员的救治，完成各项政府指令性任务。

强化基础建设与信息化建设。建成南区医疗服务

综合楼、院内主要楼宇连廊，启用 ＰＥＴ－ＣＴ、网络心电
图系统、自动摆药机、发药机等设施设备，改造污水处理

系统，新门诊楼开工建设推进。推出集服务和订阅功能

为一体的微信公众号，阅读量居省内医院第一。与南通

市卫计委对接实施卫生信息惠民“畅医南通”ＡＰＰ
项目。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与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澳大利

亚眼科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合作建

成国际肾脏病学会中—英姐妹中心；先后邀请美国北犹

他康复医院代表团、德国医学代表团、美国范德堡大学

前列腺癌症中心主任来院访问交流；与珠海和佳股份签

约合作，打造医教研一体的专业康复医院；与总部大厦

签订协议，拓展健康与疾病管理中心。

医院管理。实施目标管理，将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和

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省大型医院巡查意见整改措施分

解落实、责任到人，建立并实施重点工作督查机制。调

整党政职能机构和临床业务科室，修订部门职责和管理

制度，着手重建科研管理与运作体系。完成新一轮中层

管理干部换届聘任，实行干部交流轮岗。签订业务科主

任任期目标责任书，举办中层管理干部培训班，以会风

管理为切入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取得实效。推行人事

招聘面试机制改革。提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条件，优化

程序，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期制，利用政策杠杆促进学

科发展。设计新的绩效考核分配体系，引导业务科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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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重内涵质量。更新管理理念，启动机关作风与效能

建设，打造学习研究型、主动作为型、服务引导型、优质

高效型、廉洁奉献型机关。

党风廉政建设。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

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党的理论武装，坚持中心

组理论学习制度，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执

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党建工作制度，不断加强标

准化党支部建设，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调整，启动基

层党组织换届工作。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

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建立责任体系，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履行情况“双报告”制度。深化廉政教育，营

造廉洁从业良好氛围。继续做好医德考评工作，选树先

进典型，员工连续三届获得省级医德先进典型荣誉。修

订完善制度，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持续查纠

“四风”，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坚持日常管理与专项

督查相结合，引导干部职工严格遵守各项规定。

医院文化建设与品牌宣传。组织首届通大附院

“八十佳”评选奖励，进一步弘扬正能量、凝聚精气神。

入围国家卫计委《中国百年医院史话》首批八家医院。

与《南通日报》社联手创刊《江海健康》，倡议成立了医

疗自媒体联盟，并被国家卫计委指定为联盟常驻地。医

院被省卫计委确立为全省第一批医院文化建设示范点。

（倪　歌）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综述】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起，
正式更名为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简称：徐医附院）。

该院始建于１８９７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
康复等功能任务为一体的大型省卫生计生委直属综合

性三级甲等医院，是省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十二

五”“十三五”规划确定的苏北地区医疗技术指导和服

务中心，江苏省四大紧急救援基地之一。该院现为一院

多区，本部、东院、西院三个院区，呈“一体两翼”架构。

总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米，实际开放床位５０００余张，在
职职工６５００人。
２０１６年门急诊 ２７６５万人次，较上年同比增长

１３％；出院患者１９６万人次，较上年同比增长１０７％，
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省第一；手术８４３６５台次，较上年同
比增长 １８８％；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９７天；药占比
３６８３％，较上年同比下降３１１％；危重患者抢救成功
率 ９８％；入院诊断符合率 １００％。外埠患者就诊
率３８７％。

科研成果。２０１６年该院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４项；省部级科研项目２５项，其中获得１项优秀青年
基金项目，实现该项目零的突破；市厅级科研项目 ３５
项，全年累计获得纵向科研资金２１０４万元。获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１项；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８项其中一等奖
３项、二等奖５项；江苏省教育厅高校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奖４项；市科技进步奖１０项。江苏省肿瘤生物治疗
研究所获批“肿瘤生物治疗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室”；省肿瘤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绩效评估 Ａ类资
助。全年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１０篇，其中ＳＣＩ收录论文２２５
篇，中华系列刊物发表论文７０篇。完成临床试验项目
２８项。

学科建设。２０１６年麻醉学科获江苏省“科教强卫”
工程临床医学中心省市共建单位；血液病学、肿瘤学获

批省“科教强卫”工程重点学科；医学影像学、放射治疗

学获批省“科教强卫”工程创新团队；５人获批省“科教

强卫”工程重点人才。获批建立江苏省卫生应急研究

所。获得及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２１项、省级
项目２３项。

教学工作。２０１６年，完成各层次２５２１０学时的教学
任务，全年无教学事故发生。完成２０１６年住院医师及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录取工作，招收住院医师及全

科医师数量位居徐州市首位，共获得国家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专项基金２９６６万元，此外还高分通过省、市卫计
委组织的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检查。成立

全科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成绩显著，共招

收学院３０９人，比去年增加２１人。完成２０１６级全科医
师的结业、考核工作，结业人数３１人，转岗培训３５人，
合格率１００％。

人事管理。２０１６年，获得江苏省“双创人才”１人；
江苏省“特聘医学专家”３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６人；江苏省“科教强卫工程”医学重点人才５人；江苏省
“科教强卫工程”医学重点人才（省市共建）２人；６人入
选“六个一工程”项目，累计获得资助３０万元；１人入选
３３３二层次培养对象，１１人入选三层次培养对象；１人获
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１人获得留学人员科
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国际交流支撑项目录取１２人。

医疗联合体建设。积极推进徐医附院医联体建设，

与沛县人民医院、贾汪区人民医院、鼓楼康复医院、铜山

区中医院、汉王中心卫生院、沛县嘉华医院等建成紧密

医联体，并分别向沛县人民医院、贾汪区人民医院、鼓楼

康复医院等医院选派院长或副院长以及多个学科的专

家，予以管理和技术上的支援，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初

步实现松散型医联体向紧密型医联体转型。

基础设施建设。历经８年建设的徐医附院东院一
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急诊试运行；
９月２日门诊和病房试运行，近半年来，运行情况良好。
自此，本部、东院、西院“一体两翼”格局正式形成。年

内完成门诊医技楼桩基、基坑支护、基坑监测、工程监理

等队伍及施工总包单位均以招标完成，预计２０１７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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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开工建设。５号楼改造工程进展顺利，将于 ２０１７
年竣工投入使用。与中煤五公司合作建设的西院新康

复病房大楼项目，２０１６年已完成项目规划审批、地质勘
探等工作，目前进入工程审图阶段。

公益担当。圆满完成援疆、援陕、援黔等对口支援

工作。２０１６年该院被评为援陕先进集体，４人被评为援
陕先进个人。年内集中力量完成丰县、云龙区共４１８４
例的脑卒中筛查；成功举办徐医附院第二届脑卒中论坛

暨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论坛；在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

中二级防治优化项目”中获得第一名，被国家卫生计生

委授予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示范基地医院”和“脑

卒中筛查与防治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１６年共接收基层
医院进修生５００余人次；采取下派医生、手术带教、临床
示教、义诊、专题讲座、双向转诊等多种方式，帮助基层

受援医院提高疾病救治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年内选

派２名心胸外科专家到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帮扶
工作；选派心内科、神经内科２１名医师参与徐州市“两

病进社区”慢病管理工作；选派１３个专科的高级职称人
员参与精准帮扶二级医院等工作。

设备管理。全年共投入８０００多万元，购置设备
２０６７台件，其中百万元以上设备１６台件。成立“医用
耗材管理委员会”，使设备从准入、使用等各环节得到

监控。连续７年被江苏省卫计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
为“全省医学计量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文化建设。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召开徐医附院四届
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讨论稿）》及若干子规划。深

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医院内涵建

设。２０１６年，荣获“徐州市优秀青年志愿者团队”称号，
荣获“全国城市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省

级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

优秀基层单位”“江苏省卫生计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

进基层单位”等荣誉称号。 （孟　梦）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综述】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创建于１９５０年７
月，作为省级血吸虫病和寄生虫病防治研究专业机构，

主要承担全省血吸虫病、寄生虫病防治及突发事件应急

处理、医学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情报信息服务、技

术培训与科学普及等职能，为基础医学病原生物学专业

硕士学位授予点、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科普

教育基地，建有国家卫生计生委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

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寄生虫与媒介控制技术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医学寄生虫学重点学科，合作共建江南大学

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加入无锡市人民医院医联体，主办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日获批为
世界卫生组织疟疾消除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

血吸虫病防治。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江苏省血吸虫病
防治地区６４个县（市、区）中，已有１６个县（市、区）达
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４５个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传
播阻断标准，３个县（市、区）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
准。全省已连续８年无急性血吸虫病病例。由于２０１６
年汛期长江水位高涨，省血防所在汛期后牵头组织省级

查螺专业队对沿江４４个重点环境开展为期１７天的秋
季钉螺调查，有效了解了江苏省内沿江重点环境汛后钉

螺分布情况。预警监测针对扬州市哨鼠阳性，快速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在广陵、扬中开展风险评估，提高当地

防治水平。组织人力首次开展工程建设相关的血吸虫

病卫生调查与评估，对扬中新坝滨江风光建设工程提出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意见。全省血吸虫病信息系统新建

了６个防治管理信息模块，在风险评估中首次应用血吸
虫毛蚴动态自动识别检测装置。实时高效做好晚血病

人的规范管理及治疗救助，建立了８０００多份晚血病人
数字化管理档案，实现晚期血吸虫病救助的申请、审核

及随访工作的高度信息化。《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２０１６扩展版影响因子为１４０５、扩展他引率为０６９，较
上年分别提升２７％、４５％。

疟疾防治。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报告疟疾病例 ３０８例，
同比下降２３９５％，其中输入性恶性疟２３７例，连续５年
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着力提升全省早期诊断和规范

治疗能力，危重病例显著减少，连续２年未发生死亡病
例。新增４个设区市和１５县（市、区）通过消除疟疾达
标考核。至此，全省所有县（市、区）和９个设区市通过
了消除疟疾达标考核，提前实现《江苏省消除疟疾行动

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阶段目标。建立媒介监测哨点，开
展媒介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在全省开展输入性恶性疟

对常用抗疟药敏感性监测。与上海科华合作开发疟原

虫核酸检测试剂盒。在“４２６全国疟疾日”与新浪无锡
合作，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疟疾防治宣传。首次开展输

入性疟疾疫情处置桌面推演活动，显著提升专业人员对

输入性疟疾疫情处置的知识与技能。

其他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完成１１个监测点淡水产
品中寄生虫感染监测的现场工作，首次开展鲜活海产品

异尖线虫感染监测工作，总阳性率１８０１％。完成全省
１５家水厂的水中“两虫”监测，在１家水厂水源水中查
到隐孢子虫卵囊。完成２个设区市和９个县（市、区）
的有效控制肠道线虫病的评估工作。包虫病监测首次

在宜兴发现２条阳性犬（免疫学检查阳性、虫卵阳性），
初步证实江苏省局部地区包虫病传播链的存在。全国

第三次寄生虫病调查结果显示我省肠道寄生虫病感染

率０３７％。切实开展农村改厕绩效评估，结果表明，江
苏省农村改厕在卫生、环境、社会和经济四个效益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并由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向四格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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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厕所、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换代。

科研工作。顺利通过国家卫计委重点实验室“十

二五”考核评估，在江苏省“科教强卫”工程中成功申报

１个重点学科，１个创新团队，１名重点人才和７名青苗
人才。完成江南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２２项科研项目
的中期评估工作。新增各类科研项目１２项。获江苏省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无锡市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
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三等奖１项。全年共发表论
文５４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２２篇。获国家发明专利６项，
实用新型６项，软件专著权２项。

人才培养与技术培训。入选“３３３”培养对象３人
（其中第二层次 １人），申报六大高峰人才项目 ２项。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出站１名、进站２名研究人员。硕士
授予点招收４人，毕业４人。资助所级青年基金项目
８项，设立专项资金５２５万元。举办继续教育７项，技
能培训班１８期，共培训基层血、寄防专业人员２０００余
人次。在２０１６年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技术竞赛中，江苏
省代表队获团体第一，这是江苏省在六次全国竞赛中获

得的第五个团体冠军。科普基地全年开展５期“走进
血寄防科普教育活动”。

国际交流。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作在印

尼召开了亚太消除疟疾网络监测与响应专家组年会。

承办第八期全球卫生外交高级培训班。选派２８人次赴
国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进修或学术交流。同时

邀请６批次专家举行讲座和科研交流。承办４期援非
技术培训班，共培训１４０人。受驻格林纳达大使馆邀
请，赴格林纳达举办寨卡媒介控制技术研讨班。与商务

部正式签订援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术援助项目实

施合同，项目实施周期为三年，专家组已抵达桑给巴尔，

正式开展工作。世界卫生组织疟疾消除科研与培训合

作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江苏省公共卫生领域首个世

卫组织合作中心，将成为全球疟疾消除专业人才培养、

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积极落实与柬埔寨

西哈努克省签署的“热带病防控技术合作谅解备忘”，

启动“中柬热带病防治和研究合作中心”建设。

管理与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实施所“十三五”规

划，完善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获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目

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优胜奖。修订单位管理制度，加强财

务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落实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制

度。完善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召开

职代会，实现职工民主管理。获“江苏省文明单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所党

委获“无锡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无锡市卫生与计划

生育委员会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团总支获“江

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荣誉称号；疟疾室原虫组

获“江苏省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

（刘一新　罗思培）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综述】　研究所成立于 １９５９年，是我国唯一的集科
研、临床、信息和科技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核医学研究

基地，形成以科研为主体、信息为先导、临床和科技开发

为两翼的发展格局，建有国家卫计委核医学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分子核医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科教强卫工

程重点学科（实验室）和无锡市生物医药技术服务平

台。获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综合目标管理考核优

胜奖。

科研工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全国商业科技进

步二等奖、三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４项；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５项、实用新型专利１０项、外观专利２项；发表
论文８４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４１篇，影响因子 ５以上的
７篇。获科教强卫工程重点学科（实验室）项目、创新团
队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

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１１项，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
课题６项。研制的国家一类新药锝［９９ｍＴｃ］巯胺托品注
射液完成ＩＩ期临床方案修正，拟开展补充研究工作。

临床工作。江苏省江原医院是无锡市核和辐射突

发事件定点洗消医院、无锡市甲状腺病研究所。医院在

甲状腺病、糖尿病等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已形成一定优

势，放射性核素治疗技术、健康体检中心和神经内科享

有较好的社会声誉。２０１６年完成门急诊１９３９２７人次，

住院患者３４０３人次，手术１９７５台次，甲状腺癌手术
１１８９人次。江原医院基因检测实验室通过江苏省临床
检验中心的验收，开展感染性病原体基因项目；内分泌

科被无锡市医院管理协会评为无锡市二级特色临床专

科；举办甲状腺疾病诊治多学科论坛；医院成为无锡太

湖学院护理教学基地。

科技开发。江原实业技贸总公司获评为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诚信单位，４大类
３０余个品种的产品投放市场。应用研究部研发的多种
正电子配套试剂盒供应全国多家 ＰＥＴ中心。江原制药
厂是全国首个通过放射性药品（配套药盒）新版 ＧＭＰ
认证的企业，完成 ＥＨＩＤＡ、ＥＣ的再注册，取得再注册批
件。生物技术部 ＰＧⅠ、ＰＧⅡ、β２－ＭＧ三个产品换证，
ＰＧＩ－ＰＯＣＴ、ＰＧⅡ－ＰＯＣＴ、结核杆菌耐异烟肼检测试剂
盒（ＡＴＰ发光法）等３个新产品的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工
作已获受理。

信息工作。《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全年出

版６期，设置栏目约９个／期，刊出文章１３８篇，平均２３
篇／期，其中论著类论文８４篇，占６０９％；述评或评论
类文章６篇，刊出重点号 ４期，分别为 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
“肿瘤分子影像”、第２期“正电子放射性药物”、第４期
“小儿核医学”和第５期“核素治疗”，发表相关论文２４

·３７１·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工作



篇。在２０１６年度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审读中，杂志获
“编辑出版质量三等奖”，同时获得“科研设计与统计优

胜奖”“文字表达优胜奖”“图组优胜奖”“法定计量单

位优胜奖”４个单项奖。
人才培养。第五期“３３３”工程三层次培养对象入

选４人，第十三批“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项目入
选１人，省、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各入选１人，２人
获无锡市２０１６年度留学人员项目资助，１人获省第五
期“３３３”工程科研资助项目。７批１０人次出国参加国
际会议。培养３名在职博士，１名在职硕士；联合培养
研究生１８名。

综合保障。征用市文化艺术学校地块事宜在各级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实质性推进，完成有偿转让（征

用）协议签订工作，已付清一期转让费。对全所有关工

作制度进行修订完善，按综合管理、业务管理、财务审

计、干部人事、党务工作等进行分类汇编成《制度汇编》

并予以印发。全年累计采购物资２１３７９万元，采购固

定资产３３６４９万元。开展安全生产月、夏季、冬季消防
安全大检查、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等１１项安全主
体、专项活动。

党建工作。围绕中心工作目标开展党建目标责任

制管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定实施方案；围

绕“新时期共产党员思想行为规范”开展大讨论。制订

“员工学校”学习计划，召开校务处暨职工思想分析会４
次。开展有针对性的廉政、法纪、职业道德和警示宣传

教育７次，对中层及以上干部、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医务
人员进行专题廉政教育。聘请医院行风监督员，公开药

品、检查项目价格，完善《药商接待日制度》《药事委员

会制度》等制度。获市卫计委“基层党建创新项目”优

胜项目２个，“基层党组织统一活动日”优胜项目１个。
发展党员１人，转入党员３人，转正１人。执行“阳光工
程”实施意见，干部选拔、评优评先、职称晋升、人员招

聘、党员发展等均进行公示。保持市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 （张瑛）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综述】　２０１６年，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设有临床医
学院·护理学院（国际护理学院）、药学院、医学技术学

院、口腔系、眼视光系、酒店管理系、社会科学部、体育

部、基础部 ９个教学单位 １７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
９０７３人，高职毕业生２８３８人，教职工６２０人。高职本科
联合培养项目正式实施。留学生项目取得突破。制订

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学院以同批次第一名的成绩

通过江苏省省级示范院验收，获评优秀。获２０１５年度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

优胜奖（一等奖）。

师资建设。选送教师外出学习近３００人次，其中国
内研修学习３个月以上的有５４人；选送２４位教师进行
境外研修学习，其中超过６个月的有６人。新增教授
６名，副教授１３名，高级实验师１名，教育管理研究副
研究员３名，图书研究馆员１名。招聘和引进硕士及以
上高层次人才１７人。

教育教学。制订２０１６年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
践性教学学时占总课时比例不低于５０％。护理专业作
为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完成年度

检查。药学专业与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苏州艾

隆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智慧药学产业链综合实训平台

及口腔专业与苏州市华夏口腔医院共建的口腔医技一

体综合实训平台获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

实训平台立项建设项目。医学检验技术和护理两个专

业成为全国职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点。获苏州

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１项，全国高校微
课教学比赛二等奖１项，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１
项，省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

职教体系建设。获批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

业、药学专业高职与普通本科“３＋２”分段培养试点项
目，护理专业、药学专业中高职“４＋２”分段培养试点项
目。首次与徐州医科大学开展高职本科“４＋０”联合培
养项目并首次招生。护理专业现代职教体系中高职“４
＋２”学生首届入校。
科研成果。学院设立院级青年教师专项项目。年

内，各级各类课题获批４３项，其中１项国家创业训练项
目，省级科研立项１５项，市厅级科研立项２７项。完成
专利申报 １１项，其中发明专利 ７项，获得专利授权 ４
项。获市级以上成果奖２０项，包括江苏省教育厅教育
研究成果三等奖１项，江苏省教育厅高校科学技术研究
成果三等奖１项，苏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２篇论
文荣获苏州市优秀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１５篇论文获
得省职教优秀论文奖。获２０１５年苏州市高新区专利大
户奖。获２０１６年苏州市“科普活动日”优秀组织奖。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３２３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
期刊论文２８篇，以第一作者发表ＳＣＩ论文１１篇。

招生就业创业。全年在全国１６个省（直辖市）共
录取考生３３９９人，录取率９９９７％；２０１６届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９１３２％，年终就业率９９３％。首次与江苏省招
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江苏省医药卫生类”专

场招聘会，共２７６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岗位７２８７个。
开展２期４个班的创业培训，获“江苏省第六届就业创
业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获苏州国际教育园区主办

的创业大赛荣获三等奖１项。
社会服务。临床医学院·护理学院（国际护理学

院）组织骨干教师承担数千名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

的技能考试培训。医学技术学院与江苏省药监局合作

开设三期江苏省化妆品企业检验人员培训班，承担张家

·４７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港卫生系统执业医师的技能培训和数家外资企业的急

救技能培训。药学院组建２支社会服务团队，利用专业
知识反哺社会、回报社会，面向苏州国际教育园内非卫

生类学生开设“用药基本知识”“安全用药常识”选修

课，为礼安医药连锁企业等提供在职人员培训，服务

４００人次。附属华夏口腔医院继续承担苏州市政府实
事工程项目，同时承担姑苏区儿童口腔幸福工程实施

５年效果评估工作，对近四年姑苏区执行窝沟封闭小学
的１万名学生进行复查。附属眼视光医院参与苏州市
“防盲致盲及白内障筛查”“幼儿园、小学视功能检查”

等项目，完成了５７个社区２１０４人的白内障筛查和科普
宣传工作，以及姑苏区４１所幼儿园１２４０２人在校学生
的眼科检查工作。附属三元宾馆通过四星复核，完成市

政协会议等各类大型活动、会议的承办工作。

国际合作交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缅

职教留学生合作项目”，年内招收缅甸留学生６名。与

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合作开展的“３＋１”跨国分段
培养海外本科直通车项目年内招收护理专业学生 ３０
名，康复专业学生２４名。与日本福祉人才交流协会合
作开展的海外护士合作培养项目，年内招收学生１９名。
输送专业教师和学生３１名赴日本、英国对口合作单位
进行培训和交流。

党建工作。年内召开年度党建工作暨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部署工作，坚持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落

实党建任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成党支部、党总支

换届工作，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强党

总支、党支部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指导基层

党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和党建工作创新项目，选树党员典

型做好表彰。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１个，优秀党员
１名；获省最佳党日活动优胜奖１项；获评苏州市先进
基层党组织１个，优秀党务干部１名，优秀党员１名。

（王韶频）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综述】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全日制专科层
次的普通高等学校。现设护理学院等９个二级教学单
位，开设临床医学等１８个专业（方向）。目前，有普通
教育和继续教育学生近万名，专兼职教师６５５人，教授
３４人，硕博士学位教师２０１人。学校发挥全国职教学
会卫生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和全国康复治疗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作用，做好相关会议和

国家、省级技能竞赛的组织工作。

巡视整改。学校接受省委第六巡视组为期一个月

的专项巡视，围绕巡视意见，先后召开３次党委会、２次
相关职能部门会议、３次整改工作专题会议，针对４３项
整改问题研究制订整改方案，提出了１７７条整改措施，
全面推进整改工作。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大

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做

好“一岗双责”工作。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在第

四届全国大学生廉洁知识问答活动中学校获二等奖３
个，三等奖１个。

两学一做。召开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制订实施方

案，组织“信仰之光”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文艺演出等活
动，举办党务和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党委班子成

员讲党课２０余场，召开党建工作会议、党建与思政研究
会年会，召开领导班子“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民主

生活会。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６４２名，发展党员７１名。获评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各
１个，省优秀党员１名。

双建工作。召开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启动会

暨省级品牌专业建设推进会，共召开校级层面“双建”

工作例会８次、省级品牌和示范专业建设推进会５次，
现场观摩会３次，赴兄弟院校考察近１０次，邀请省内外
专家来校作专题报告近２０次，推动项目落实。

专业建设。药学专业（省级品牌）国家教学资源库

获教育部立项，护理专业（重点建设）入选首批全国职

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点。构建医药为主的专业

建设格局，遴选７个校级专业特色项目，完成６个专业
质量诊断与评估，形成专业评估整改三年建设规划方

案，完成３个“十二五”省重点专业（群）评审验收。完
成全科医学中心建设方案论证及设备采购工作，改造升

级实验室５个。遴选第二批临床学院、社区实习基地。
教学改革。与兄弟院校联合开展国家级药学、康复

治疗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完成２门慕课项目信
息化资源制作和１３门课程数字化教材主编工作。２本
教材入选省高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２门课程入选
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优秀在线课程项目、２项案例入
选省“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优秀典型案例”和省“十二五”

教育改革优秀典型案例、２个实训平台入选省高职教育
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建设项目。在全省高等职业院

校微课教学比赛中获二、三等奖５项。
师资队伍。召开首届人才工作会议。聘任学术委

员会顾问、兼职专业带头人和客座教授６名。７名教师
博士在读，２７名教师获博士、硕士学位。选送教师参加
国培、省培４４名，赴境内外研修１９名。开展专兼职教
师教学能力学习培训班４期，组织１０３位兼职教师开展
岗前培训。在省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获二、

三等奖６个，在全国卫生职业院校教师检验技能竞赛中
获三等奖１个。

科技创新。获省级以上科研立项３２项，其中省科
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１项；获各级科研成果奖
１２项；发表ＳＣＩ论文１６篇，中文核心以上期刊论文４６
篇；设立校内科研立项 ４８项，资助金额较上年增加
３１０７％。获批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立合作

·５７１·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工作



专利事务所，全年授权专利５１项。
服务社会。获批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承担全省

基层卫生人员培训２１６３人次，合格率９８％。承担连云
港、盐城临床医学和全省预防医学专科培训３０８人。与
盐都区政府合作共建“社区健康学院”，培训村卫生室

工作人员１０００多名。承办市卫计委组织的各类考试
８４９０人次，承担市职业技能鉴定考试１２０５人次。

招生就业。学校招生计划２８００名，实际录取２７９０
人，录取率９９６４％，新生报到率９６０６％；普通类文科
投档分２６８分，录取最高分３２３分，平均分２８１９分；在
江苏省生源中，超过本三分数线的考生１１３７人，占江苏
考生的５６％；毕业生人数２１９６人，截至１２月３１日，毕
业生就业率９８％。

合作共建。召开省教育厅、省卫计委、盐城市政府

三方共建盐城卫院第二次工作会议。盐城市人民政府

把该校升格发展纳入盐城市“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

划。召开与南京医科大学结对共建第三次工作会议，明

确深化合作项目４个。打造政校行企合作平台。高职
本科“３＋２”、中高职“３＋３”分段培养项目达到３个专
业。与美国、韩国等境外高校开展海本直通车项目。招

收留学生３７名，３９名学生赴台湾长庚科技大学学习。
人才培养。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共获一、

二、三等奖１９项，其中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康缘杯”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中获一金一银，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护理技能赛项中获团体银奖；成功举办

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并获一等奖。护理

专业学生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９９６９％，毕业
生通过率９９９０％。入围省第五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决赛；在“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决赛中获一等奖、二等奖。

管理改革。编制学校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召

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印发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１０余
项，严格“三公经费”支出，做好 ６名中层正职的离任
（轮岗）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推进８３个项目招标工作。
推进学校第二轮岗位聘用和绩效改革工作，完成青年教

师周转公寓建设，提高教职工社保、养老和公积金缴纳

基数。

文化建设。开展建校７５周年学术文化系列活动，
举办“金秋论坛”讲座１４场，开展第三届“师德标兵”和
优秀校友评选活动，表彰“十大杰出校友”，建设优秀校

友事迹长廊和“好人榜”，改建铁军园和校史馆，建设大

学生事务服务中心和学生休闲中心。改造解放校区主

干道景观绿化，不断优化育人环境。 （夏燕萍）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综述】　该校创立于１９１９年，原名“常州真儒私立高
级护士学校”，是隶属于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全日制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国家级重点职业学

校、江苏省首批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２０１６年末，该
校有全日制在校生３８６３人，其中五年制高职生３５５３
人。年内，录取新生７６６人，其中高职生７２６人；毕业学
生８３２人，其中高职毕业生 ６９１人，毕业生就业率
９８７％。年内有５８２人参加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其中，
高职４４２人，通过率９９３％；中职１４０人，通过率９５％。
２０１６年学校获常州市文明单位、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先进单位、全市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先进单位。

师资队伍。专任教师１４８名，其中７５名教师具有
研究生学历（学位），占专任教师的５０７％；拥有中高级
职称教师比例７９１％，其中教授３人；“双师型”教师比
例达专任专业教师总数的８８５％。２０１６年引进研究生
４人，有全国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委１人，省级以上学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６人，联合学院专业带头人６人，新
增第四届江苏省职业教育领军人才１人。

专业建设。建有１个省级品牌专业（护理专业），
２个省级特色专业（眼视光技术专业、药学专业），由护
理、助产、康复治疗技术３个专业形成的护理现代化专
业群是首批江苏省五年制高职现代化专业群。护理实

训中心获评江苏省职业教育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同

时，完成药学实训中心二期改造、眼视光和信息技术实

训中心改造工程，完善实训功能。

教学科研。全年共发表论文１１１篇，省级立项课题
４项，３项省职教学会课题顺利结题，其中１项获省职教
学会优秀课题，获２０１５年度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奖三等
奖１项，１项创业项目获得市级立项。

对外交流。首次与台湾辅英科技大学开展为期一

学期的学生研修项目，同时与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签署教

师及学术交流备忘录；继续与瑞典医疗保健和老人照顾

技能培训中心实施师生交换项目；２０１６年有９名骨干
教师赴英培训，６人次赴台湾学习交流。

社会培训服务。全年完成各类培训４８７３人次，其
中医疗卫生培训项目参加省统考合格率１００％。发挥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功能，全年完成７个工种的初级、
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鉴定２５８５人次。向常州开
放大学推荐新聘和续聘兼职教师 ２７人，开设讲座 ８３
次，听众３５２５人次。夜大学员毕业 ３５３人，在藉学员
４４１人，注册夜大新生１５９人；远程教育学员毕业 １８６
人，在籍学员２６６人，注册新生４１人；成人学历教育“专
接本”在籍学员２０４人，注册新生１１７人。

竞赛获奖。学校在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５个项目比赛中，荣获８金４银１４铜共２６块奖牌；
在第四届江苏省眼镜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学校两个项

目分获团体一、二等奖，２人获个人赛第一名；在常州市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２人获一等奖。教师在２０１６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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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职业学校首届课堂教学大赛中有３人获二、三等
奖，在江苏省微课设计与应用比赛中５人分获一等奖、
二、三等奖；在江苏省“凤凰杯”公共基础课微课大赛中

４人分获一、二、三等奖。学生在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中有１人获三等奖，江苏省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中有２人分获一等奖、二等奖，２人获三等
奖，创新社获江苏省职业学校优秀社团荣誉，学校获得

江苏省挑战杯优秀组织奖。学生参加省级和国家级文

明风采大赛，有２７人在省级大赛中获奖，其中８人获省
一等奖，有４人在国家级大赛中获奖。学生在江苏省职

业学校啦啦操比赛中获得团体一等奖。

党建工作。学校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

严格落实两个责任，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构

建“三学三课三进”的多元化学习模式，落实党员亮身

份制度，重新核算补交党费，进行“五查摆五强化”。严

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落实“三重一大”制度，逐级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

举办新提拔中层管理干部读书交流会、试用期民主测

评、“学习井冈山精神，践行‘两学一做’”管理干部培训

班。 （刘向萍）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综述】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坐落于江苏省淮安市，其
前身可追溯至１９１５年创办的淮阴仁慈医院（清江市人
民医院前身）护士学校。现有科技路和黄河路２个校
区，占地５７０亩。校园建筑面积３０余万平方米，建有总
面积４０８万平方米的护理助产、医学检验技术、康复治
疗技术、药学四大实训中心。现设有护理、助产、医学检

验技术、药学、康复治疗技术、针灸推拿、生殖健康服务

与管理、呼吸治疗技术、中医康复技术、药品服务与管

理、药品生产技术等专业，在校生１万余人，教师５００余
人。学生对口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９９％ 以上。学院
还开通了“专接本”“专转本”及“专升本”，并与英国、

台湾地区等境内外医学院校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５月２０日，召开“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推进会。邀请市委党校、市纪委、市卫生

计生委、市检察院领导、专家来校开设专题党课和报告。

组织１２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６次学习大讨论，组
织扶贫联系点上过党日、井冈山“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巡视整改工作。３月１８日— ４月２２日，省委第五
巡视组对学院专项巡视，５月１３日反馈巡视意见。学
院党委先后召开７次党委会、２次巡视整改领导小组会
议，研究落实整改任务。５月１８日，制订《江苏护理职
业学院落实省委第五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分解

表》。５月２０日，召开巡视整改动员会。７月初，巡视整
改任务按序时节点完成。巡视组交办的突出问题、信访

件和重要问题线索等均按期处理，并得到认可通过。

７月２０日，学院党委的整改通报，通过省委巡视工作网
站及校园网站向社会公示。

学院文化建设。学院专门成立校训征集工作小组，

面向校内外征集作品３０００余篇，经分析、讨论、提炼，并
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以“护爱生命，修身明理”作为校

训。同时，还确立了“用智慧铸品牌、用良心办教育、用

责任求发展”的办学理念，“开明开放、创新创优、团结

争先”的学院精神。

行业合作及产教融合。明确淮阴医院、盱眙县人民

医院、金湖县人民医院为学院附属医院。助产专业与常

州市妇幼保健院等医院开展的医护类“１＋２”现代学徒
制联合培养项目被上海市教委列为２０１７年度长三角教
育协作发展项目。成功申报“苏护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建设项目，并获得省教育厅、财政厅

２５０万专项建设资金。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坚持与国家大民生政策

相衔接、与淮安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建设相衔接、与提升

办学层次相衔接，确立“国际有影响、国内有领先、省内

有主打”的发展目标，全面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即以科技路校区人才培养为主体，以黄河路校区康复

医院建设和千亩药材产业园建设为支撑）。先后邀请

全国医疗卫生及职业教育的著名专家学者，召开了北

京、南京等５场专家评审会，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
院士、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等领导、专家对学院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召开各专项规划及系规划专家评审会，邀请淮阴

工学院院长李北群等５名专家，对８个专项规划、４个
系规划进行评审。

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招引机制，以备案制方式

全年共引进７０余名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学院组织
１２名教师赴英国西苏格兰大学进行为期２８天的培训。
全年共组织６８名专业教师参加暑期临床实践，１４名教
师参加国外学习研修，１１名教师参加国内 ３个月以上
研修，２８名教师参加省培项目。

科教研专业建设。呼吸治疗技术、中医康复技术

和生殖健康服务与管理等三个新申报专业获省教育厅

评估专家组现场评估通过。护理（老年护理）专业被

教育部等部委确定为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示

范专业点。学院还与宿迁卫生学校、徐州卫生学校合

作申报“生殖健康服务与管理、呼吸治疗技术”两个专

业“４＋２”分段人才培养模式。增设中医护理、社区护
理、康复护理三个护理专业方向。召开首届科教研大

会。下发《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教科研奖励办法（试

行）》，对先进科教研工作者、技能大赛能手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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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业发展优秀专项规划进行表彰颁奖，邀请市医

疗卫生系统李侠等在科教研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专家

做事迹报告。

（朱传连）

江苏省太湖康复医院

【综述】　江苏省太湖康复医院（江苏省太湖干部疗养
院）２０１６年在职员工３２０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５７人
（高级３２人、中级６３人、初级６２人）；设办公室、人事
科、财务科、医务科、接待科、餐饮科、后勤科等职能部

门；医务科内设护理部、客房部，后勤科内设设备科。医

技科室设内科、疗养中心、健康管理中心、康复医学科、

检验科、放射科、超声科等。启动实施院“十三五”发展

规划，推进内涵提升、效能管理和文化凝聚。全年出入

院６８７９２人次，同比增长７％，顺利通过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度“省文明单位”复评，蝉联省卫计委综合目标管理责

任制考核优胜奖。

专科建设。健康管理中心开设中医门诊，加强中医

干预与指导；组建健康宣讲团，每周两次举办健康讲堂；

建立慢病分级管理标准，进一步规范疾病筛查、数据采

集、分析评估及追踪干预等过程，全年追踪随访１３７４９
人次。疗养中心针对生活方式、饮食、运动、保健、中医

调养等方面，开展多对一的健康指导与干预；加强高血

压健康管理路径规范化建设，针对性开展健康宣教与指

导。康复医学科开展门诊骨关节术后康复项目，疗效显

著。检验科加强ＰＣＲ实验室建设，通过高危型 ＨＰＶ－
ＤＮＡ分型与妇科宫颈细胞学 ＴＣＴ联合检测，筛查宫颈
早期病变。放射科引进飞利浦１２８排２５６层螺旋 ＣＴ，
开展冠状动脉ＣＴ检查、全身血管ＣＴＡ等新项目。

临床科研。“无锡市健康管理公共服务平台”顺利

通过考核验收，获得“优秀”等级；“江苏省健康评估与

干预研究中心”推广应用慢病风险评估和生活方式干

预技术，构建起基于普通体检套餐必检项目的体检人群

恶性肿瘤筛查策略和路径，并在省内首次应用美国

２０１０年 ＡＨＡ理想心血管健康的评估体系；年内，入围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全国早期胃癌筛查应用研究中

心”及中国抗衰老促进会“慢病防控示范基地”。２项省
卫计委医学科研课题和１项干部保健科研课题顺利结
题，获江苏医学科技奖、省卫计委医学新技术引进奖各

１项。新中标省卫计委医学科研课题和干部保健课题
各１项。

人才培养。分批次选派医护人员赴省、市级综合性

医院及专科医院进修学习，２名护理人员取得市级糖尿
病专科护士资格。鼓励并支持医护人员参加各类学术

交流活动，单位被授予“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健康管

理学学术会议最佳组织奖”，１名青年中医师获省医院

协会青年营养师演讲比赛三等奖。学术团体中新增国

家级委员２人次，省级委员２人次。
人事管理。规范人事管理，完成２０１６年调资工作，

落实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深化绩效管理，细化科室综合

目标考核细则，规范科室自考、问卷调查、现场检查、事

件追踪等考核程序，切实提升绩效考核效能。做好援外

管理工作，第１１批援圭亚那医疗任务圆满完成，第１３
期援圭亚那队员选拔到位。

经济管理。做好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健全内控体

系和长效监督机制。强化资产采购预算管理，规范固定

资产的使用处置流程。进一步细化全院经济管理指标，

继续推行内控与内审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完成各类审计

工作３８项。
信息化建设。电子病历系统正式上线，一期工程开

发完成；排队叫号系统不断完善，新 ＣＴ设备顺利接入；
加强全院医疗数据中心建设，实现与省保监局智慧健康

信息传输系统的顺利对接，并新增诊断对照功能；设计

开发行政管理新系统，完成派车管理模块。

后勤保障。按规定流程落实物资、设备招标程序；

做好后勤特种设备的维修保养，严把维保质量关。落实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定期进行

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

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安全教育，确保全年无安全生产

事故发生。根据餐饮管理六常法要求，强化膳食管理，

年内，荣获江苏省创新菜烹饪总决赛特金奖１项、中国
青年名厨大赛特金奖１项、无锡市冷菜原创银奖１项、
传统冷菜创新铜奖１项，获评“省美食工匠”１名、“中国
最美青年名厨称号”１名。

党建工作。一是严格“两学一做”要求，抓实专题

学习教育；二是突出“两学一做”关键，加强党员干部队

伍建设；三是把握“两学一做”内涵，深化党风行风建

设；四是强化“两学一做”实践，优化康复保健服务。年

初启动实施“深化两学一做 做优保健品牌”主题实践活

动，通过强化理论武装，深化岗位实践，优化保健服务，

不断夯实全国文明单位、全省优质服务品牌创建内涵；

１１月份，启动“文明服务在省干”优质服务竞赛活动，进
一步树立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医院形象；开展“学

雷锋优质服务月”活动，努力做到“微笑服务我先行、规

范服务我执行、优质服务我践行”。

（朱海波　孔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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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海滨康复医院

【综述】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连云港海滨康复医院按照“文
化先行、精神引领、管理创新、效率提升”的工作思路，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全面加强医院内涵建

设，突出医院服务能力提档升级，医院先后评定为“省

级机关公务员体检定点医院”“连云港市级机关公务员

体检定点医院”“江苏省级机关会议定点饭店”，并入选

“江苏省协同创新健康服务示范基地”建设示范点，被

评为“江苏省２０１６年度健康管理先进单位”，在连云港
市人社局组织的２０１６年度公务员健康体检“满意度”
调查中，医院满意度１００％。医院业务收入直线上升，
全年总收入２１５８万元，与上年相比增长１６９％。医院党
总支荣获“市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业务工作。医院康复中心全面试开诊，开设神经康

复、骨关节康复、心肺康复、普通内科、口腔科、眼科等门

诊，引进蜡疗、水疗、中药熏蒸等慢性病康复新项目（技

术）。医养结合中心（疗养）开设温泉疗养项目，填补省

内温泉疗养空白，开拓了春冬季疗养业务，建立了集疗

养、体检、保健、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全年共接待省

级机关干部疗养员５６０人；积极探索社会医养结合的发
展方向，与江苏省慧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在医院建立“慧明居家候鸟式智慧养老护理服务

中心”。健康管理中心优化体检流程，提高体检质量，

体检能力在数量上实现飞跃，日体检人数最大量已超

３００人次，来院体检人次较上年增长３倍，全年共接待
体检４５万人次。膳食中心将文化融入膳食，将“健康
养生”作为亮点，打造海康特色餐饮品牌，以标准的服

务流程、优质的服务态度、贴合市场的膳食食谱来拓展

餐饮业的发展，餐饮营业额较上年增长１６０％。客房中
心制定规范流程标准，加强客房人文关怀，努力提升服

务水平，提高客户满意率，全年承办百人以上会议４０多
场，客房入住率增长３０％。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２０００万元组织医院基础设施
和医疗设备配套。改造总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的康复门诊
楼、康复中心和康复病房，建成１０００米的健康步道，进
行医院后花园改造。完成原址重建工程扫尾项目，建设

污水处理站，通过原址重建项目的环评初审；进行疗养

楼１７楼的装修与配套完善。进行信息化建设，更新医
院核心交换机及重点科室的部分楼层的交换机、改进基

础网络防火墙、入侵防御、行为管理等安全设备；开发运

行ＨＩＳ、ＬＩＳ、ＰＡＣＳ系统和体检管理、电子病历、叫号系
统，研发客房管理、内网管理系统和手机 ＡＰＰ查询体检
报告软件，对原有的５台硬件服务器进行虚拟化平台改
造，基本实现覆盖全院各科室的数字化流程。依照三级

康复医院设备配备标准，购置 ＣＴ、上肢机器人、下肢机
器人等４０余种康复治疗、训练和体检设备。

人才队伍建设。以竞聘的方式先后对本院“中层

干部岗位、科主任、护士长和班组长岗位”进行公开选

拔，最终推选出１５名中层干部，１５名科主任、护士长、
班组长，一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实现了医院中层干部

新老交替。分两批引进２７名医技人员，其中，副主任医
师２名、主治医生１名、住院医师６名、康复治疗师 ８
名、护士（护师）１０名。将专训、短训、整训、特训、自训
有机结合，进一步在院内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交

叉培养，全面提升”的效果。人才队伍成长催生医院科

技创新，医院的《量化 ＣＲ运动处方以及不同运动方案
对心肌重塑等影响的临床研究》被省卫计委列为干部

保健科研课题。

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落实省委、省卫计委党组和连

云港市委、市卫计委党委的要求，按照规定动作认真开

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并将“两学一做”专题教育从

党员队伍向全院干部职工延伸，广泛开展“对标找差”

百日活动，学规章、找差距、抓整改、优流程、促长效。注

重抓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基层党支部进行改

选，由原四个支部调整为五个支部；注重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聚焦落实“一岗双责”；规范 “三会一课”制度，

开展“聚焦２０号”活动，把每月２０号作为集中活动日和
固定学习日，先后开展党章学习日、准则条例学习日、系

列讲话讨论日、家规家风传承日等四个学习日活动，建

立省海康党建微信群，开展“最佳党日”“一名党员一面

旗帜”等主题活动，把“四专一争”工作落实到实处。

（杨　璐　王利欢）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综述】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１年１月成
立，内设一室三部，分别为综合办公室、组织管理部、学

术发展部、信息宣传部，挂设江苏中医药科学技术奖奖

励办公室、江苏省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办公室、江苏省

中医药十大新闻评选办公室。中心以“促进中医药继

承发展”为宗旨，致力于集中优势研究力量，整合各方

智力资源，系统地研究中医药发展问题。２０１６年，中心
党总支正式组建成立。中心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

略，以“五个一”工程（即每年开展一组课题研究，发布

一项年度报告，奖励一批科技成果，评选一次十大新闻，

·９７１·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工作



举办一届高峰论坛）为主抓手，全面推进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

中医药发展项目研究。特聘江苏籍国医大师王琦

等担任中心“中医药发展研究首席顾问”，进一步增强

研究专家团队力量。面向全省各市、县（市、区）开展基

层中医药发展现状调查工作，共抽取苏南、苏中、苏北

２４个县（市、区）中医药发展现状调查样本开展研究。
重点走访调研３县（市、区）３８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乡镇卫生院，就基层中医药服务基本状况、中医科和中

药房建设情况、中医药诊疗设备配备情况、中医药人员

状况、当地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情况等开展调查，

研究提出发展策略，完成《江苏省基层中医药发展状况

调查与发展策略研究报告》编写发布工作。深入开展

“中医药深化医改政策分析与实证研究”“青年中医执

业状况调查研究”等项目研究，编写发布《中医药深化

医改政策分析与实证研究报告》《青年中医执业状况调

查研究报告》。中心申报的“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标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被江苏省中医药局立项资助。

编写发布《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综合报告（２０１６
版）》，集中展示中心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间在促进中医药发
展中开展的重点项目、亮点工程、特色活动、研究课题以

及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从独特的角度展现江苏中医药的

魅力与风采。

江苏中医药科技奖评审奖励。经各相关单位限额

申报推荐，江苏中医药科技奖奖励办公室形式审查，并

经评审委员会按相关程序复评、答辩、终审和网上公示，

评出２０１６年第七届江苏中医药科技奖３０项（一等奖４
项，二等奖１０项，三等奖１６项）。

江苏省中医药十大新闻评选。组织开展２０１６年度
江苏省中医药十大新闻评选活动，集中展示全省中医药

事业取得的新成就、新特色、新亮点。活动受到行业内

外的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经各市、各单位积极推荐，

评选办公室汇总梳理，评选委员会评审及网上公示，最

终确定了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中医药十大新闻。设计制作
《十大新闻》彩页版和视频版，结合全省中医药发展论

坛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公开发布，产生较好社会影响。

此外，完成江苏省中医药局交办的《江苏中医药信息》

编辑出版任务，并整理发布《全国中医药大事记》《江苏

中医药大事记》。

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做好江苏省中医药继

续教育项目办公室相关工作，研究制订２０１６年继续教
育项目计划和实施方案，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和学术交

流工作。组织召开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评审工作会议。

２０１６年全省申报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１２１项，
批复６３项，实施５９项，申请延期４项；申报省级中医药
继续教育项目１６７项，批复１１７项，实施１１１项，申请延
期６项。完成专家讲座、学术报告１３２７场次，总培训学
员１９０００余人次，编印培训教材和论文汇编９０册，收录

交流论文２０００余篇。在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方
面，加强和规范继续教育项目的实施，强化项目监督管

理，抓好继续教育教材编写工作，按照新理论、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要求，结合实际，使教材内容真正体

现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确保继续教育质量。创新

继续教育形式，试点开展远程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

中医药协同创新基地建设。中心加快中药饮片剂

型改革协同创新研究基地和中医药科技服务站建设，在

镇江、新沂等地挂牌成立中医药科技服务站和中西医结

合高级专家服务站，促进优质中医资源下沉。

举办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及其

系列活动。３月１日，中心在南京举办每年一度的江苏
省中医药发展论坛（学术大会）。大会主题为“继承、创

新、发展、共享———生殖医学与健康促进”。大会期间，

举办国医大师学术报告会暨高端学术交流会，揭晓江苏

省中医药年度十大新闻，颁发第七届江苏中医药科学技

术奖，召开第五届江苏省中医药青年论坛。国医大师周

仲瑛、夏桂成、王琦，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周珉，江苏省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江苏省中医药局局长陈亦江等出席

大会，全省卫生系统医教研单位相关负责人、中医药和

中西医结合相关领域学科带头人、专家学者、青年中医

代表等共计６５０余人参加大会。此外，组织举办“贯彻
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专家
座谈会”“‘回顾十二五，展望十三五’院长座谈会”、

“江苏、贵州两省中医药交流合作研讨会暨中医院创新

论坛”“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中医膏方传承创新论坛（２０１６
苏州）”等系列活动。

中医药文化惠民服务活动。协办第四届江苏省中

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活动，继续以“中医江苏行、健康

你我他”“中医药就在你身边”系列科普义诊咨询活动

为载体，组织中医药专家深入全省各地社区、农村开展

中医药义诊服务和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活动。组织举

办多场次中医药科普报告会和专题座谈会，组织编写

《实用家庭养生保健》系列科普图书。全年选派２００多
名中医药专家和３００多名中医药科普志愿者参加中医
药义诊咨询及科普宣传相关活动，发放《新农村卫生保

健》《实用社区卫生保健》《中医药就在你身边》系列读

本等科普资料１００００余册。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研究制订《“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两学一做”学习计划》，拟订

《责任清单》，落实责任要求。多次召开“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推进会，组织学习研讨。赴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黄花塘新四军纪念馆进行“两学一做”专题学习，并在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江苏省中医药局统一部署下，联合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与盱眙县黄花塘卫生院进行结对帮

扶，捐助５万元用于该院社区中医馆建设，以实际行动
践行“两学一做”。 （冯广清）

·０８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才服务中心

【综述】　２０１６年荣获省卫生计生委２０１６年度直属单
位综合目标考核优胜奖。

人才考试工作。一是组织开展医师资格考试。实

践技能考试人数１９２４７人，通过率８１６％；医学综合笔
试考试人数１６７０７人，通过率６１２４％。二是组织开展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卫生管理和临床医学工程

技术中初级考试以及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参加考试人数

共７７１３５人，比上年增加４００８人，增幅 ５４８％。其中，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６３４５０人，通过率４２２％；卫生
管理医学工程中初级资格考试１１７９人，通过率５０％；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１２５０６人，通过率９３２％；三是协助省
卫生计生委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理论考试，参加考

试人数共１１９５２人，比上年增加３３４人，增幅２８７％，通
过率８９５％；四是组织开展省卫生计生委直属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为南京等１０个省辖市卫生
计生委以及昆山、金坛等多个县区级单位提供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考试１０次，共３９３９５人次参加考试，比上年增
加７２４４人次，增幅２２５３％。

人才评价工作。组织２７６名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
员会，对全省万名申报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卫生技

术人员进行评审，引进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

论文、专题报告、业务报告进行查重，提高评审质量。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机对话考试人数
２２５３６人，通过率５６９４％；申报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人数１２０１６人，通过率７４％。

人事代理工作。一是开展在宁委直属事业单位新

进人员手续办理、档案管理、合同鉴证、毕业生落户等服

务。目前，中心共有代理单位１５家，代理总人数９３６５
人次，较上年增长６２５％，全年接收各代理单位新进人
员档案共计５５２卷，转出档案１８７卷，现库存档案８１４８
卷。二是负责委直属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审核

工作。２０１６年办理面试人员资格审核１３０批共９５００余
人次，拟录用人员１８７６人次，公开招聘人员接收审核备
案手续７５９例。三是根据人事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开展
库存档案清点核查、整理、装订工作，完成整档４６３８卷。

人才交流工作。一是举办“江苏省２０１７届医药卫

生类毕业生人才交流大会”，参会单位近３００家，提供岗
位需求１万多个，召开“江苏省２０１７届医药卫生类毕业
生人才交流大会新闻通气会”，对基层卫生人才倾斜政

策进行解读。二是举办季度医药卫生类人才专场招聘

会３场，进场单位１９１家，提供岗位３０００多个。三是组
织全省医疗卫生单位赴外招聘活动２批。２０１６年共组
织５０余家单位分别赴山东大学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
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广西医科大学、贵阳医科大学和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等高校招聘举办专场招聘活

动。四是江苏卫生人才网影响力逐步提升。今年新增

单位会员４０家，个人会员６８４９名，累计拥有单位会员
１７６家，个人会员３４２８８名。

人才培训工作。一是启动健康管理师试点工作。

２０１６年在新沂市、海安县、建湖县、南京市开设健康管
理培训班，学员来自医疗系统、公卫系统、社区、健康管

理公司和体检公司，共计３１０名。二是开展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培训工作，内容涉及人事管理、新闻通讯、医疗质

量管理与风险防范、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与媒体应对

等方面，培训学员８２０人。三是为扬州五台山医院开展
管理干部内训，组织本省１５名三级医院院长、副院长参
加国家卫计委人才中心举办的中国医院院长人文素养

高级研修班。四是联合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医院协

会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国家级继续

教育项目“医院人才队伍建设与绩效管理研究”培训班

暨第二届金陵医学高层次人才论坛。

党建工作。一是坚持党建工作责任制和民主集中

制，落实支部理论学习制度和民主生活会制度，通过领

导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定期开展专题教育研讨交流

等方式，认真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二是坚持党

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组织员工参与“纪念建党９５周
年主题征文”“学习雷锋、义务献血”“盐城抗灾救灾奉

献爱心”等活动。三是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作为党风

廉政工作的重点，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认

真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吴　凯）

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中心

【综述】　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一是按时间节点做好第
二批药品集中采购资质材料的审核工作。共完成２５２５
家投标企业资质、６６６家生产企业资质、２８６５９个产品资
质以及１８项评审资质的审核，涉及４２万多份资质文
件。二是做好第二批集中采购药品价格信息的采集和

制订工作。通过向相关省份发函采集最新中标价格、向

国家药管平台查询全国各省的中标（入围）价格、采取

企业申报的方式采集最低价格等方式广泛采集投标产

品价格信息。共采集和比对完成２４个省（区、市）的中
标价格信息３１７４１７条，对２２７３家投标企业报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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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４７条最低价格信息进行核查。三是点对点做好第
一批直接挂网药品市级价格谈判的支持服务工作。将

１３１１个省级入围药品在各省的采购价格、在省采购平
台上的历史采购数量等数据信息提供给各市，供谈判时

参考、使用。市级价格谈判结束后分６批次进行网上合
同签订和目录上线工作，共签订电子合同５１０２５份，形
成网上采购目录１８２３３条。四是精准做好药品采购计
划报送和编制工作。开发采购计划报送系统，编写操作

手册，对全省２３６６家医疗卫生机构报送的２００多亿条
计划进行汇总，编制形成７９７３条全省集中采购计划目
录。五是做好申投诉处理工作。对资质审核公示、企业

报送产品最低价格公示、上限价公示等公示期间收到的

４６２５份申诉、２１３９份投诉认真登记、核查、处理、反馈，
有效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日常采购管理工作。一是做好药品网上采购管理。

全年网上采购药品５８６６６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３７１５亿元，涉及１０５７２个产品。其中，１９８９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８８６６亿元（采购基本药物７７８９
亿元），４０３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采购药品４９８００亿元
（采购基本药物５４４６亿元）。二是精确做好药品日常
采购管理。为１３８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７０家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办理网上采购账号和ＣＡ证书，同时为生产
企业、配送企业开设交易、配送等各类账号２５１个，确保
网上采购上线率１００％。及时做好采购数量和品种的
调整，完成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采购目录外

少数品种计划追加１１９条，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追加
基本药物目录外品种采购计划２７１５条、追加基本药物
中标产品计划１３７４条。做好备案采购工作，处理完成
７０２份新增医疗机构的药品备案采购申请，涉及９９家
企业的１３４个产品，全年备案采购药品网上采购金额
１４４７亿元。定期公布药品采购考核结果，全年共公布
１０期。三是做好药品信息数据维护管理。处理完成
１４４份药品信息变更申请，涉及产品７６７条；根据各市
及企业申请和相关文件要求对１１４个药品进行价格调
整，根据质量公告停用５个中标药品。四是做好高值医
用耗材网上采购管理。全年网上采购高值医用耗材

１９４４亿元。涉及１９６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１０８７个产
品。为新增的２１家医疗机构和４５家配送企业办理网
上采购账号和 ＣＡ证书。完成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追加

高值医用耗材采购计划２１４３条，申请使用辖市确认目
录外品种 ９条。做好配送方案调整更新，共完成
５８１４次。

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一是对部分短缺药

品开展询价（确标）采购，第一次采购涉及 ２６个通用
名、２８个品规，有１１９家投标企业的２２５个产品进行投
标，有２４家企业的３１个产品中标；第二次采购共涉及
１９个通用名的２０个品规，有３０家投标企业的４１个产
品进行投标，有１７家企业 的２４个产品中标。网上采
购金额８０９６２２万元。二是落实国家短缺药品监测报
告制度。做好监测点上报培训和远程操作指导，涉及

１５家医疗卫生机构和３５家药品经营企业；做好监测点
报送信息的汇总审核和综合研判，将汇总的信息和网上

采购平台上采购信息进行核对，形成省平台监测的药品

短缺信息，确保报送信息准确无误。三是做好国家定点

生产药品的跟踪监测。对甲巯咪唑片、盐酸洛贝林注射

液、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实行

定点生产，实时跟踪、动态监测，全年采购６７２７８万元，
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１５４３７万元，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采购５１８４１万元。

做好省疫苗采购相关工作。我省第一类、第二类疫

苗招标采购，共有３９家企业报名参与，其中生产企业
３７家，经营企业２家。最终中标１１０个品规，其中第一
类疫苗１７个，第二类疫苗１０３个。共有省级疾控机构
１家、县级疾控机构 １０４家、配送企业 ３９家进行网上
采购。

完善平台服务功能。一是开发完善药品招投标系

统功能模块。先后完成招投标系统中的信息确认、企业

报价、专家评审、地市价格谈判、购销合同签订等功能模

块的开发，同时在平台上增加药品资质（国家级奖项）

投票、评审资质专家处理系统、最低价格申报、最低价格

申投诉、采购计划报送等模块功能，为药品集中采购提

供平台支持，提高信息化程度。二是完善采购平台服务

功能。先后完善项目管理、地市个性化服务、内部管理

等服务功能。三是完善平台日常运营维护。平台运行

稳定，没有发生一起平台服务中断情况。四是完成与国

家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系统ＶＰＮ网络的联通工
作，数据传输正常。 （孙春红　陈菁钰）

江苏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综述】　２０１６年，中心加强岗位设置及绩效工资管理，
均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并通过年度财务审计，资产按照要

求统一录入全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信息系统，按时

完成资产清查工作报告。严格按照招聘程序，公开招聘

了一名有卫生信息化工作经历的工程师。

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一是推进区域人口健康信

息化建设。制订《江苏省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功能规范》

《江苏省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功能应用分级评价标准》，

开展对首批４５个市、县（市、区）平台测评工作。二是
推进省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启动省平台二期建设，

采用扁平化模式直接与县（区）平台对接，开展与１５５
家三级医院的数据直联；建设全省卫生计生人力资源库

系统，整合全省近６０万卫生人员数据，提供医师验证服
务；建立信息通道支撑跨市双向转诊；向市、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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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平台统一下发医疗、公卫数据；完成对医疗卫

生共享数据集标准以及检验检查等相关值域码表标准

修订，完善全省行政区划编码注册、管理和应用；平台累

计采集数据约３６亿条，初步实现支持省内跨区域业务
数据交换和全省医疗卫生数据的汇聚、整合及居民健康

档案跨地区调阅的试点应用；与国家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实现互联互通，上传相关数据。三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信息化建设。制订《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综合业

务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２０１６版）》《江苏省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标准》，开展专

项评价。四是人口健康互联互通测评分级管理工作。

制订《江苏省人口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

评管理实施方案》，完成对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市儿

童医院的测评及张家港、常熟等地的文审。五是开展智

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二期建设，扩大覆盖到县级医

院与疾病控制中心，同时做好主干网的运维管理工作。

六是推进居民健康卡发放和应用，开展健康卡云卡应用

试点。七是开展远程诊疗建设。全省三分之二以上市、

县（市、区）依托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和大医院资源优势，

建立区域影像中心、检验检查中心和心电中心，弥补基

层机构诊断和检验能力不足的缺陷。八是建设江苏省

网上统一支付结算平台。实现集中运营管理，提供分级

诊疗、远程医疗、先诊疗后结算、诊间支付、预约挂号等

便民服务。目前在泰州市、省人民医院等试点应用。九

是进行大数据应用探索。编纂并发布《江苏健康大数

据研究报告》，深受各界一致好评。与国家超级计算无

锡中心、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中国电信江苏公司

合作开展大数据探索研究。十是开展全省信息化人才

队伍现状专题调研。覆盖所有二、三级医院、市、县信息

中心及疾控中心，为制定信息化人才发展规划及相应的

培养计划打下基础。十一是开展卫生信息化培训和科

研。全年组织各类业务学习、学术交流６次，累计培训
信息技术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次；编印《江苏卫生计生信息化
简报》６期，做好“江苏省卫生信息化”网站和微信公众
号运维管理；在省医学科研招标项目中，遴选出１０项代
表江苏省卫生信息化发展方向的科研项目。中心申报

的课题“基于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的医疗大数据挖掘平

台研究与设计”获省卫计委科研立项；公开期刊发表论

文１０篇。十二是协助举办２０１６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
流大会、世界物联网大会、国家大数据中心启动仪式、居

民健康云卡首发仪式、《江苏健康大数据研究报告》发

布等多次重要活动，并邀请国内主流媒体进行重点宣传

报道；布置“江苏省人口健康信息化成果展”，系统展示

全省信息化建设历程、建设成果。十三是协助应急、人

事、医政等处室开展相关信息系统建设。完成中医馆基

线情况、居民健康卡建设现状调查等。

卫生统计工作。一是协助委体改处做好医改监测

评估工作，保障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运行，对各

地医改监测数据的报送提供技术支持。二是按时完成

卫生统计年报、季报、月报工作，同时加强对住院病案首

页上报的质控工作。三是开展卫生服务业统计工作。

按季度完成省统计局布置的卫生服务业统计工作，保证

全省服务业统计的完整性。四是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情

况监测项目设计与论证工作。重新设计新的医疗服务

信息月报制度，增加公立医院运营的相关指标，并对新

增指标进行调研论证。五是开展居民卫生服务利用行

为监测。按照监测实施方案和南京中医药大学以及两

个样本县、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签订监测工作协议；分

别赴姑苏区和金湖县开展监测启动和培训，统一调查流

程、随访技术和指标口径并开展监测督导工作。９月，
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相关领导赴金湖县和姑苏区

两个样本点了解监测情况。在１１月召开的监测工作会
上，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对江苏省的监测工作组织

实施等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六是开展卫生统计资

料分析、编印工作。完成《２０１５年江苏卫生计生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年江苏卫生统计提要》和《２０１５年
江苏省卫生统计资料汇编》编印工作以及《２０１５年江苏
省中医统计资料汇编》编写工作，协助委办完成《江苏

卫生年度报告》编写工作，完成 ２０１６年季报的编印
工作。

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建设。２０１６年，省卫计委调整省
１２３２０管理中心组织架构及职能分工，全省１２３２０工作
机制均已建立，明确了工作职责、管理制度、值班制度和

服务规范等。全省１０个市已开通官方微博、８个市已
开通短信服务、６个市已开通独立的１２３２０网站、９个市
已开通官方微信，全省１３个市均已开通专家在线、心理
援助和预约挂号服务；结合宣传主题“１２３２０您身边的
健康顾问”，举办２０１６年“１２３２０主题宣传日”大型义诊
活动，南京市鼓楼医院等１０余家医疗卫生单位，近３０
位医疗卫生专家为市民进行义诊及健康知识宣传；承办

全国１２３２０管理中心戒烟干预培训会，江苏省１３个市
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戒烟骨干共计４０余人参加培训。

（郝　艳）

江苏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综述】　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与防治。省部共建委
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

监测中心，承担全国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的监测工

作。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累计收集宫内节育器不良事件

报告３１万余份，避孕药品不良反应报告４８００余份，相
关健康问题报告２６万余份。通过网络版避孕药具不
良反应／事件报告系统，对往年全国报告进行全面梳理，
按时间段（２０１５年度、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０５年至今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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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和３１个省（区、市）分类汇总分析，完成《全国
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监测报告》并提交国家

卫计委妇幼司。参加国家卫计委对全国９３家重点实验
室的验收评估，以综合成绩８０分小组第５的成绩，顺利
通过验收。开发“十三五”国家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

监测报告系统。在全国试点建立首诊登记排查制度，启

动江苏省１０个监测点第二批试点工作，持续推进主动
监测与被动监测相结合。对全国９６个不良反应项目点
进行自评估检查，强化省—市—县三级部门督导作用，

形成常态化督导评估机制。参与全国药械安全性监测

相关工作，参加全国重大研讨活动５次。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全省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１０３２０％，共
完成检查５７７２７１人，筛查出高风险因素人群６６６８５人，
并给予优生指导，完成政府既定考核指标。完成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实验室临床检验质量管理、数据汇总分

析。全年共收到８２个项目点上报的室内质控数据，完
成２次全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临床检验室间质评
工作：第一次室间质评全省９６个项目县（市）参加，合
格率、优良率均 １００％，７９个参评单位成绩为优秀，１７
个参评单位成绩为良好；第二次室间质评全省９７个单
位参加，合格率１００％，优良率９８９６％，８０个参评单位
成绩为优秀，１６个参评单位成绩为良好。指导我省１５
个项目点做好国家孕前检查临床检验第九次室间质评

活动。完成全省９７个项目点每月一次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信息的汇总、核对、统计及上报工作，每半年向上级主

管部门上报一次分析统计报告。

科研课题及成果。２０１６年在研国家、省级及相关
课题３０项。新增省级项目４项，其中省卫生计生委科
教处２项、妇幼处２项。撰写完成著作１本，发表中英
文论文、软件著作权、专利共３７篇（项）。重大民生项
目“避孕药具监测数据挖掘与风险评价模型研究特色

业务建设”（ＢＭ２０１２０６２）结题验收。“江苏省优生优育
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项目（ＢＭ２０１３０５８）通过专家评审，
准备验收结题。“江苏省优生优育公共服务关键技术

研究条件能力建设”（ＢＭ２０１４０３４）完成结题、报告材料
的递交。省科技厅能力提升项目“江苏省出生缺陷筛

查及诊断实验室能力建设”（ＢＭ２０１５０２０，６５０万）完成
１６８６７２平方米实验室改造，打造符合 ＩＳＯ１５１８９标准
的出生缺陷筛查及诊断实验室，开展项目点综合培训。

国家发改委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基于物联网的

优生优育健康服务示范工程”（发改办高技［２０１４］３０６３
号）持续推进，项目成果孕乐宝 ＡＰＰ开展选点试用。国
家发改委新兴健康技术惠民工程“江苏省出生缺陷基

因筛查及诊断示范中心”（发改办高技［２０１６］５３４号）
项目完成实验室改造、仪器设备采购、技术人员培训等

工作，逐步开展现场标本采集、信息收集等。

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承担大量全国及基层服务

机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工作。共举办各类培

训１９期，培训人员１６００多人。其中避孕药具不良反应
监测培训班１１期，培训全国监测点的管理人员和业务
骨干共１３００多人；“孕前优生实验室临床检验项目及质
量管理”专题培训班２期，培训１３０余人。承担百姓生
殖健康促进工程项目，培训２１３５人。参加国内外学术
交流活动，包括第三届国际健康物联网峰会暨上海健康

物联网联盟成立大会、全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质量

评估培训班、第二届全国产前诊断与优生咨询学术研讨

会暨出生缺陷预防与遗传优生、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

国计划生育学术会议等。

党建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一岗双责”。

“一把手”领导与班子成员及中层以上党员干部签订党

风廉政责任书和安全生产责任书，中层以上干部签订目

标责任书。经省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的批准成立

科研所党总支，下辖４个支部。１２月初召开第一次党
员大会，组建第一届党总支委员会。转正党员２名，发
展党员２名，考察３名发展对象。执行落实《科研管理
办法》《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

１０项制度。重大事项科学决策。开展内部控制建设，
完善预算管理程序，严格执行采购招标制度，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落实到

服务基层。深入沛县、溧阳、泰兴开展“全程优质科学

指导、让‘二孩’生育幸福落地”党日活动，促进科研成

果惠及民生，“最佳党日”活动入选年度优秀活动方案。

（陈　虹）

江苏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所

【综述】　服务中心工作。围绕“全面两孩”、医改等重
点工作展开宣传，编辑制作发放各类宣传品。编辑制作

《江苏健康家庭》期刊全年 １２期，其中特别策划推出
“观察”“现场·医改最前沿”等栏目，并开辟“家有二

宝”征文专栏，对“全面两孩”和全省卫生计生事业创新

发展的工作成效进行集中、系列报道，全年共发放期刊

３４８万册；编辑制作《家庭与健康》墙报，全年发放３６
万张；编辑制作《全面两孩政策读本》《备孕二宝，你不

得不知道的５０问》科普书籍等其他宣传品，全省发放易

拉宝４４５套、折页８０万张、政策读本９０００册、科普读本
３０００册、宣传海报９万张；配合委宣传处，对医改热点
政策做可视化解读，在《新华日报》推出３个专版，设计
的《省卫生计生委２０１５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报告单》图
解在省级机关网络展示中获得好评，设计的《江苏省综

合医改试点工作特色》展板在中国 －中东欧国家卫生
部长论坛引起广泛关注；制作发放《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主
题纪念日》宣传手册２万册，依托该手册深入宣传医改
成就和进展；配合委有关处室工作，完成各类音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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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的摄制。

宣传新格局。积极构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融合

的平台。策划组织、编辑推送“健康江苏”微信、微博，

并积极探索尝试微视频的拍摄，截至１２月３１日，推出
微信２５１条，粉丝４８７９３人，被各类媒体转载１５０余次，
其中“健康中国”转载５次，成为社会了解卫生计生改
革动态、获取健康科普知识的重要窗口。截至１２月３１
日，共发布微博３０７篇，粉丝２６６８５人；完成《江苏健康
家庭》期刊改版升级，关注家庭故事、健康生活，报道各

地卫生计生工作的特色和典型；《家庭与健康》墙报紧

扣热点工作，增设“全面两孩”“公民健康素养”“身边好

医生”等栏目；原《人口纵横》广播栏目更名为《人口与

健康》，继续在江苏新闻综合广播（ＡＭ７０２）播出，每月
播出两次，时长１０到１５分钟，推出一批典型人物和先
进经验，其中两期栏目获第三届全国卫生计生系统优秀

影视作品征集活动优秀作品、２０１５年度江苏卫生计生
好新闻三等奖；完成“江苏家庭”网维护和舆情监测工

作，全面分析运营风险，为进一步改进提出方案。初步

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的宣传平台和格局。

干部队伍。积极开展各类学习活动，提升党员干部

素质。积极打造精品党课，邀请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徐

东红上专题党课，并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省委党校听党

课。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读本》，发放学习资料１００余册，并开展学习教
育专题理论测试，开展“回顾革命历史，弘扬党的传统，

把服务送到基层”党日活动，开展“读好书、促改革、谋

发展”主题读书活动，开展“新时期共产党员思想行为

规范”大讨论活动等。

制度建设。制订完善各项制度，提高内部管理水

平。制订《关于执行考勤及休假制度的决定》《考勤及

休假与绩效工资挂钩实施细则》等制度，完成各科室岗

位工作量核定工作，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按照规

定开展人事管理工作，扎实细致地做好考核备案及薪级

工资调整、人员招聘、工作调动、退休等工作；认真执行

有关财务制度，做好资金收付结报工作，保证公用经费

的正常开支；加强固定资产管理，规范操作政府采购，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制订《印鉴使用审批单》，安装新文书

档案系统，归档文书档案并维护数据；组织干部职工参

加综合楼消防安全演练活动，获得委２０１６年度安全保
卫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设置老干部活动室，组织

“春游牛首山风景区”活动和工会瑜伽兴趣小组，为盐

城抗灾救灾奉献爱心捐款捐物，进一步增强集体凝聚

力。 （韩立焱　沈大雷）

江苏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

【综述】　加强药具工作调查研究。２０１６年初，召开江
苏省部分地区计划生育药具工作研讨会和全省计划生

育药具管理工作会议，总结部署工作，探讨改革创新。５
月开展信息化建设调研，专题研究无锡与省计划生育药

具管理信息系统的对接问题。８月开展规范药具业务
管理账表和统计账表相关调研，并对“南京市避孕药具

网上发放平台”开发使用情况进行调研。９月赴江西学
习政府采购经验及药具质量监管工作，为２０１７年度药
具采购改革做好准备。

整合药具服务资源。依托各级医疗卫生、妇幼保健

等机构扩大药具发放网点，目前，江苏省覆盖医疗机构

药具服务网点３１３２个。南京市建立南京卫生１２３２０网
免费发放新模式；无锡市在市级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免费

药具发放服务阵地；连云港出台《向医疗保健机构提供

免费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制度》；宿迁探索“政府购

买服务”的药具发放新模式；徐州沛县把药具发放纳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省药具服务由“计生模式”向“卫

生模式”“妇幼模式”转型初具雏形。

创新药具工作。规范药具服务管理，出台实施《避

孕药具省级库存免费调拨管理制度（试行）》和《二代身

份证发放机管理办法》，修订印发《江苏省计划生育药

具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估标准》。推进药具采购改革，

积极探索２０１７年省级药具自行采购模式，研究确定省
政府采购中心为２０１７年药具政府采购机构。启动物流

配送改革无锡试点工作。委托南京邮电大学开展药具

服务与管理统计改革调查，为有效解决药具计划、统计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依据。

探索药具服务新举措。联合南京邮电大学开展药

具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状况调查，先后赴淮安、南通、无

锡、常州等地，对机关、商场、社区、高校和厂矿企业等育

龄群众展开一对一问卷调查，获得３２６９份高质量调查
问卷，为建立并完善以需求为导向的药具公共服务提供

了参考依据。拓展宣传渠道，提高药具服务知晓率。借

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发力药具宣传。携手江苏卫视，推

出１５秒避孕药具情趣公益广告宣传片，并共同策划组
织“社区行—避孕药具宣传活动”，在江苏电视台、微

信、微博等媒体上同时开展专题药具宣传。广泛开展

“世界避孕日·知性智行———爱要有一套”主题宣传活

动，普及生殖健康知识，推广“互联网 ＋药具服务”。积
极参加２０１６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第二十八届科
普宣传周活动，扩大江苏药具服务影响力。

探索“互联网＋”，精准服务有新模式。推出“江苏
省药具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将全省２６５８９个发放网
点置入平台，开通发放网点查询、在线咨询指导等功能，

辐射全省目标人群。各地积极打造“网络药具”“手机

药具”，构建“１５分钟”药具服务圈。
强化监督管理，加强药具管理。加强计划管理，科

学编制药具需求计划和拟订药具专项经费分配方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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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控、跟踪和管理药具计划执行和发放工作。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避孕药具订购金额为１８７２万元，发放总金额
１９２５万元。改造和升级省药具管理信息系统，改善系
统操作性和便捷性。２０１６年初、年底分别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药具目标管理考核评估省级抽查工作，
分片、分点进行全面考核评估，以考促建、促改。完成历

时两年的高温季节自助发放机内避孕套质量状况调查，

该项目列入国家药具中心安全套对比实验子项目，为自

助发放机发放避孕套提供了质量保障的依据。开展发

放机内温湿度自动监控调研，参与国家组织的驻场核查

工作和抽样任务。开展免费发放药具流入市场专项监

督检查工作，在自查基础上对镇江、扬州、泰州等地１７

个商业市场营业性网点及网店进行抽查暗访。

党建工作。组织开展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和领导

干部民主生活会，集中学习党的理论知识。设立图书

角，丰富党员的学习内容，拓宽学习渠道。组织在职和

退休党员交流学习，增进了老、中、青党员之间的联系和

交流。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开展“两学一做”主题学

习活动。开展“领导干部立家规，共产党员树家风”“领

导干部讲党课”活动和“新时期共产党员思想行为规范

大讨论”“四个意识”“四讲四有”专题研讨等主题活动

及最佳党日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郑羽茜）

江苏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综述】　２０１６年科研工作。完成课题《江苏省计划生
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江苏省医药卫生管理人才

职业化发展路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移民问题

研究》《做好党建规定动作的实践探索与研究》。积极

参加学术会议及培训。

人口学会工作。主办和协办“首届全国人口与社

会发展学术研讨会”“省第五届研究生老龄论坛暨第三

届青年学者老龄论坛”。编辑出版《２０１５年江苏人口发
展研究报告》。完成《人口理论与实践》编辑工作。

第二轮《人口人民生活志（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编撰工
作。初稿在上年底完成的基础上，几次修改压缩到４０
余万字，完成了复审稿。编纂办公室将与省地方志联

系，把复审稿印制成册后，再次送审。

２０１６年荣获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健康家庭：理论、
政策与实践征文”三等奖；省社科界第十届学术大会优

秀论文二等奖；国家卫计委家庭司“中国计划生育家庭

发展追踪调查成绩突出单位和个人”。

（黄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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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南　京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２３８３ ４６ －１．９７ 卫生人员（人） ８６２６４ ７３８２ ９．３６
医院（个） ２０９ １２ ６．０９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７０６８７ ５５４８ ８．５２
床位（张） ４９８５７ ３２１４ ６．８９ 乡村医生

医院床位（张） ４４７７６ ３２０８ ７．７２ 个体开业人员（人）

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张） ５．４１ ０．３７ ７．２７ 平均每千人口卫技人员（人） ８．５５ ８．０７

人

口

总数（万人） ８２７
出生率（‰） １２．１２
死亡率（‰） ５．６５
自然增长率（‰） ６．５６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７４４０．８８７７
门诊人次（万） ６７４９．２４４７
急诊人次（万） ５２７．４２１１
住院总人次（万） １４５．５８３４
出院总人次（万） １４５．２７５６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５１８７２１．９５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３０．１９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 ４．４２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１０２３７００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６４５３０．１７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２９８．１２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１３６９３．８５

　　一、概况
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２３８３个

（不含驻宁部队、武警系统和高等院校），其中医院２０９
个，基层医疗机构２０５１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１０３个，
其他卫生机构２０个。有卫生人员８６２６４人，其中卫技
人员７０６８７人，内含执业（助理）医师２５２７２人，注册护
士３２０９３人，药师（士）３９３５人，技师（士）４１５７人（其
中检验人员３０５２人），其他卫技人员５２３０人。平均每
千人口卫技人员、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数分别

为１０６７人、３８１人和４８４人。床位４９８５７张，全市
平均每千人口床位数７５２张。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总诊
疗７４４０８９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４０６％，其中门、急诊７
２７６６７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８１％。入院１４５５８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１０６４％。病床使用率平均８９８１％，同

比上升４７４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９７天，同比减少
０４３天。新增急救站点１５个，新增救护车１２辆，在全
国率先实现地级以上城市集中统一调度指挥。全年接

到呼救４６万余人次，出车１２万余次。新增３个街头采
血点，年采血量达２５８吨。全市卫生计生委直属单位
接受安置应届大学以上毕业生１０５１人，其中博士７３
人，硕士３３２人，本科生３００人。至年底，全市医疗系统
市属单位有硕士３０３１名，博士８０３名，博士后６５名，硕
士生导师１０１６名，其中科研型４８５名，临床型５３１名，
博士生导师１５６名，其中科研型１０３名，临床型５３名。
硕士点７０个，博士点４０个，博士后流动站６个。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一级及其他类公
立医疗机构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参改一级医院２９家，未



定级１８８家，合计２１７家公立医疗机构。率先实现各级
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全覆盖；率先基本

建立分级诊疗价格体系；在全省率先成立公立医院管理

委员会并实质性运行，并获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医改创新
奖。年内编制《南京市“十三五”卫生与健康暨现代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规划》《南京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印发《２０１６年南京市综合医改主要
工作任务及分工》《全市２０１６年综合医改主要工作任
务落实情况考核办法》，全年开展２次全市医改工作督
查考核。市属１２家医院零差率销售药品规模４０９１亿
元，医院药品收益减少６１４亿元，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
整弥补 ４９亿元，综合补偿率８０％，缺口部分由市财政
局补足，市民看病减少开支１２４亿元。重新核定全市
４５家公立医院不同类型的１７１５９张床位等级及价格，
出台１３８项四级手术项目价格，组织专家对７８项新增
医疗服务项目进行初审；对市属８家医院２９３个品种规
格的医院制剂价格情况通过医药价格信息网对外公示。

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契约式家庭医生服务，将全市抗战老

兵、优抚对象、早期归国华侨及有需求的离休干部、计生

特扶家庭优先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制订《南京市

家庭医生预约工作管理办法》，将二、三级医院３０％的
专家、专科号源提前１周向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家庭医生
开放。全市１８７１名全科医生签约重点人群２３２５１万
人，签约率７０９３％。全面落实社会办医疗机构自愿执
行公立医院价格政策工作，社会办医院承担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对口支援、大型活动保障等政府指

令性任务，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补偿。推行总额

预算管理下的病种定额结算指标、床日费用结算指标、

服务项目结算相结合的综合结算方式，确定３６个病种
群１１１２个病种医保定额支付标准。１月１日起，在全
省率先启动实施职工医保市级统筹，城镇居民医保筹资

标准５５０～９１０元，财政补助标准４３０～４６０元，新农合
筹资标准８５０元，财政补助标准６２０元。推行区域医疗
联合体建设，二、三级医疗机构与各区基层医疗机构全

面合作，１５０余家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建立不同形式的区
域医疗联合体４８个，实现医疗联合体全覆盖。

三、医疗服务设施建设

年内，南京继续推进各医疗中心建设。市儿童医院

河西院区在试运行基础上，于５月底投入运行。南部新
城医疗中心（市中医院新院区）、江北国际医疗中心一

期项目（鼓楼医院江北医疗中心）建设进展顺利，均实

现主体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推进市第

一医院和建邺医院的整合工作，双方签订正式协议。市

卫生信息中心平台及相关数据库基本建成，１２个区和
１５家医院接入市卫生信息平台并上传标准化数据
３４１６万份，实现医院电子病历数据与居民健康档案共
享。市卫生信息平台与公众健康服务平台、区域心电、

区域临检、区域影像系统对接，实现部分业务数据的共

享交换，已采集心电数据、检验数据１４３万份。依托市
政务数据中心和市政务专网构建卫生专网和数据专区，

全市８００多家医疗卫生机构接入专网，覆盖全市二级以

上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信息中心提供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区域临检系统、区域心电诊断监测系统、公

众健康服务平台系统等所需的 ４０台应用服务器（含
ＷＥＢ服务器和前置机）和１０台数据库服务器的部署，
医疗卫生数据已在市政务数据中心卫生专区落地。８７０
万张市民卡在全市医疗机构通用，医疗一卡通基本实

现。医疗一账通已在市胸科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上线运

行，实现实名认证、充值、消费、查询等功能。自助智能

医疗服务系统基本覆盖二级以上医院，４１家医院共投
入７００多台自助智能医疗服务终端，累计自助发卡１１０
多万张、自助挂号９３０多万人次。移动医保支付在高淳
区人民医院上线试点，通过与线下医保卡和身份证的认

证、“我的南京”身份认证、电子签约、短信动态密码验

证等确保线上支付的安全性，实现推动医保诊间结算、

边诊疗边结算、先诊疗后结算等新型医疗服务模式的应

用。市远程医学会诊系统已连通包括北京阜外医院在

内的１４家医院，远程临床检验、影像、心电诊断系统已
联通１００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各区基本完成基层综合
信息系统建设，９个区已建成信息平台，１１个区已完成
妇幼信息系统一期的应用，１０个区接入慢病直报管理
系统，６个区已开放社区预约挂号服务，１０个区已部署
自助智能医疗服务终端，６个区开放了 ＡＰＰ、微信健康
服务功能。１２家三级医院、７个区８４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已接入家庭医生社区预约平台。２０多家三级医院
开放微信、ＡＰＰ等便民服务。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日均服务
量、话务量均居全国第一，全年提供各类咨询服务达

５０８万人次，新增市级计生政策咨询服务，与市政府
１２３４５热线对接良好。５８家南京二级以上医院、４６家
南京都市圈其他城市医院接入南京市预约挂号平台，每

日有效挂号近万人次。１８家南京二级以上医院、１０家
南京都市圈城市医院医检结果可供市民查询。“南京卫

生１２３２０”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３２万多，预约挂号总量
３２万，在全国各类健康微信排行榜名列前茅。

四、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年累计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１６种，甲类传染病１
种，为１例霍乱病例；乙类传染病１５种，乙类传染病总
发病数８３８３例，死亡３４例，发病率１０１８０／１０万，死亡
率０４１／１０万，病死率 ０４１％。全市建成规范化门诊
１５０家，规范化建设率１００％，其中数字化门诊１４０家，
数字化门诊建成率９３％。在全市１４８个接种点配备冷
链监控设备３６０台。全市适龄儿童各类疫苗接种２００
万针次，各类疫苗接种率９８％。全年血吸虫病查螺２３
亿平方米，药物灭螺４５５０万平方米，查病５９万人次，
重点人群粪检查病２３万人，新增智能警示器 １８台。
设立省重点水域哨鼠监测点１８个，国家监测点１１个，
省市重点灭螺工程项目完成６项，全年目标任务完成率
１００％。江宁区、浦口区通过血吸虫病传播阻断达标考
核。全年共登记活动性肺结核２４７５例，其中新发涂阳
７１７例，复治涂阳１７５例，涂阴患者１５８３例。可疑者总
体到位率９９２％，患者系统管理率９９３％。提高耐多
药可疑患者的发现数，完成２３９例可疑患者的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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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阳性率８１６％，确诊发现３９例耐多药患者，２９例
纳入规范治疗。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累计发

放宣传资料７２万份，电视节目宣传１１２次。全市７８家
艾滋病检测初筛实验室和１２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快
检点检测近１２万人次，目前全市在管患者３１２４例，为
其中２９５３人提供免费 ＣＤ４检测服务，检测率９４５％。
继续开展高危人群行为干预工作，累计干预１２万余人
次。强化对吸毒人员美沙酮替代治疗，在治１１５１人，
药物治疗年保持率８１８％。建设国家城市艾滋病综合
防治示范区，有６个社会组织中标国家艾滋病防治基金
项目。建立江宁、浦口、六合、高淳、溧水５个区级艾滋
病抗病毒定点医院。年内全市艾滋病新报告 ＨＩＶ阳性
病例８１７例。全市累计报告慢性病病例１１４万例，肿
瘤病例７７３３例。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分别４８９万人、１６１万人，健康管理率分
别２９６％、２５３％；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３８１万人、糖
尿病患者 １２３万人，规范管理率分别 ７７８％和
７６３％。新增玄武、溧水等７区开展糖尿病精细化试点
管理工作，全市累计管理患者８９００余人，患者血糖控
制率６０％。为１万儿童免费实施２万颗恒磨牙窝沟封
闭。全市共登记报告精神障碍患者２５８万人，登记检
出率 ３１６‰。全市累计管理患者 ２２７万人，管理率
８８０２％。全年报告梅毒９２５例、淋病５４３例。提高疟
疾防治水平，浦口、六合区通过“消除疟疾”达标评估考

核，自此全市所有区达标。全市共发现疟疾患者１８例，
完成发热病人疟疾血检１８万余人。全市新发麻风病
例２例，复发病例１例，新发病例均为外地病例。年内，
制订《南京市“十三五”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和发展规

划》，调整充实市级应急处置队伍８类１７支共１４８人，
开展化学中毒卫生应急处置、寨卡病毒病及霍乱疫情卫

生应急处置演练。加强传染病的防控，全市共报告本地

手足口病病例 １７７６４例，重症病例 １５７例，同期上升
３３１８％，重症病例数增加９１４６％，全市处置２例人感
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其中１例为南通市病例，另１例
为化学工业园区病例。组织开展６起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处置，５０多起突发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工作，
圆满完成南京马拉松、国家公祭日、省市“两会”等６０
余次重大活动、会议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年内，全市

日常卫生监督户数１０２３２家，卫生监督１７９０８户次，立
案并办结行政处罚案１６２件，罚没款４２８３万元。投诉
举报受理并办结２１９件。其中市卫生监督所全年开展
日常性卫生监督１７００户次，其中消毒产品９２户次，医
疗机构４９４户次，放射卫生１０２户次，生活饮用水与涉
水产品１２９户次，学校卫生１７３户次，公共场所７１０户
次。办结行政处罚案件２３件，经审批罚没款合计６０５
万元。开展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抽检消毒产品４９份、医
疗卫生单位用品７８份、学校卫生样品３２份、生活饮用
水及涉水产品１４份、公共场所卫生用品３６０份。进一
步完善公共场所管理档案，开展免费培训、上门指导，通

过业务培训、现场指导、交叉督查、技术监督等方法。全

市“四小行业”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监管实施率９８２％。

住宿业、游泳场所、美容美发、沐浴场所四类公共场所量

化分级管理率、卫生状况达标率均１００％。全年开展各
类健康相关产品监督抽检６次，抽检样品份２４份，合格
率１００％。全市食品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样本
５５３份，完成率１００２％；食品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
样本４００份，完成率１３２９％。餐饮具集中消毒行业管
理取得重要成效，先后入选省市法治建设优秀实践案

例。有效处置小龙虾相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事件。

五、爱国卫生运动

２０１６年，全市围绕迎接第三次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制订《迎复审工作任务分解及工作指南》，逐条分解工

作任务，成立７个专业组，开展专项工作督查与指导，全
年爱卫办共组织１２轮督查，先后检查城中村、城乡接合
部、集贸市场、居民生活区、河道、建筑工地等２３个场
所，共２８６４９个单位，完成市迎复审工作简报２５期，１２
月顺利通过国家对南京卫生城市的复审。健康教育科

普宣传，共计举办讲座 ６００余场，受众达近１０万人次。
举办爱国卫生月专题广场活动，累计为群众提供义诊

３５００人次，咨询２００００人次，展出各类展板１２８０块，
发放各类宣传材料及制品１０万余份。制订《２０１６年南
京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方案》，在全市大力开展季节性

病媒生物防制活动，开展四害滋生地清理，切实做好季

节性四害密度控制。制订《农村改厕工作方案》，完成

３２８７万座的年度任务，完成率８２１７％。加强农村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测，每月一次监测检测，监测覆盖

率１００％。
六、基层卫生工作与妇幼保健

年内，全市参合人数１７０８５万人，实现新农合全覆
盖。各级政府对参保农民补助标准大幅提高，各统筹区

人均筹资标准均不低于８５０元，各级政府补助资金占筹
资总额的７６％，全市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比７７２６％，
基金使用率７１０４％。大病保险筹资８８８５２４万元，大
病保险受益人数 １３０７９人。开展新农合门诊总额支
付、住院按单病种和按床日付费等支付方式改革。推进

部分住院病种起付线费用外全报销政策。对农村儿童

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等２０种重大疾病补偿比例达到
定额或者限额费用标准的７０％。对转诊到省级联网医
院住院患者实施统一转诊管理、统一用药目录、统一诊

疗项目、统一补偿办法、统一结算程序、统一即时结报的

“六统一管理”。扩大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试点，在

上年４家的基础上又增加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省
级试点单位。出台《关于开展基层医务人员“区管院

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展基层医务人员“区管院用”

工作。制订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办法，对遴选产生的

３６６名基层卫生骨干人才，每年给予不少于２万元／人
经费补助，市区财政各负担一半。提升乡村医生岗位吸

引力，落实乡村医生市级财政补助标准从每服务人口

３元／年提高到５元／年，共８５４２５万元。启动实施社区
卫生服务提升工程，秦淮区夫子庙、雨花台区铁心桥

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称号。夫子庙、铁心桥、滨湖３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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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２０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称号。全市培育建设３７
个特色科室。创省“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５家、
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２家、省级示范村卫生室１９家。
乡镇卫生院领办村卫生室比例１００％。全市孕产妇保
健管理率９９９５％、孕产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农村高危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孕产妇死亡率为１７１／１０５，
孕妇产前医学检查率９８６３％，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
病率０３４％、０～６个月纯母乳喂养率６１５５％。妇女病
普查率９６６４％，婚前医学检查率８１３６％。开展妇幼
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启动市、区、街（镇）、社区（村）四

级妇幼和计生技术服务机构整合工作，全市人口和家庭

公共服务中心（站）建设覆盖率９６％。栖霞区、江宁区
被命名为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栖霞区被命名为

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完成妇幼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年度任务，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财政补助

人均标准５００元、农村妇女“两癌”筛查人均补助１２８６
元。免费孕前优生目标人群覆盖率 ９０％。组织全市
《江苏省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的换证工作，对３８７５人
次进行审核，符合免试条件的２３３７人次，参加全市统
一组织的实践操作考试的１５３８人次，参加全省统一理
论考试的１３３６人次。全市儿童保健管理率９９３９％、
婴儿死亡率１６６‰，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１４‰，新生
儿疾病筛查率９８２７％，新生儿听力筛查率为９８５２％，
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 ５１４‰，低出生体重发生
率４％。

七、中医中药

至年底，全市有区级及以上政府办各级中医机构

（含中西医结合机构）２５个，床位 ７０７６张，分别增长
８０７％和１００２％；有卫生人员１０１０２人，其中卫技人
员８６８３人，分别增长１２０８％和１１５９％；有执业（助
理）医师３１１９人，增长２１０８％。在市中医院试点临床
科室“大部门制”改革，整合建立“多专业一体化”诊疗

服务模式，实现患者挂一次号、交一次费、进一个门，就

能获得多位专家从预防到康复的全流程诊疗护理就医

服务体验，受到患者欢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门发文

推广，并指定市中医院为“多专业一体化”诊疗服务模

式标准制定单位。组建中医医疗联合体，市中、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与２１个基层医疗机构签订医疗联合体协
议，下派６７人次到帮扶单位开展工作。区级中医院与
镇街卫生院建立２２个医疗联合体。提升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涉农区综合医院均设置中医科，５家二级中医
院进行新一轮改扩建，４家中医院被评为二级甲等中医
院。雨花台区顺利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复核，４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通过省中医药管理局现场
验收。市加强中医药内涵建设，４个全国和１个省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市中医医

院３位专家入选第二批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建设项目。启动南京市“十三五”名中医工作室建设

工作。市妇幼保健院通过国家局组织的综合医院示范中

医科复核。中急诊、市中西医妇科、秦淮针灸、浦口儿科

通过省中医药局组织的省级中医重点专科现场验收。

八、医学科研和医疗技术

２０１６年，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继续实行
网上申报、评审、过程管理及验收。新立项杰出青年基

金项目１０项，资助经费５００万元，重点项目４０项，资助
经费７７２万元，一般性课题２２８项，资金经费１５２２万
元。启动“十三五”南京市医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

作，批准设立重大科技项目２０项（其中含南京临床生物
样本库５个），南京市医学重点实验室１１个，院士工作
站７个。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３项，其中重大
研发集成１项，重点项目１项，优青项目１项，面上项目
４４项，青年基金８３项，资助经费５０９６万元；江苏省科
技厅社会发展计划项目２４项，资助经费２４９９万元；江
苏省自然科学基金４３项，资助经费７４６万元；省卫生计
生委招标课题２０项，资助经费５３万元；市科委社会发
展计划项目５５项，资助经费５００５万元，全年获各级各
类科技计划４５４项，获资助经费８５６６５万元。获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１项，获市科技进步奖１５项，其中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１０项，获省卫生计生委新技
术引进奖一等奖１０项，二等奖２５项；获市卫生计生委
新技术引进奖特等奖５项，一等奖１３项，二等奖２９项。
组织南京市属医疗机构参与申报省卫生计生委“十三

五科教强卫”工程，南京鼓楼医院骨科入选省临床医学

中心，消化科、产科入选省临床医学中心建设单位，孙凌

云、蒋青入选省医学杰出人才；市第一医院陈绍良、市儿

童医院张爱华入选省医学杰出人才培育对象；市第一医

院张颖冬获南京市科技功臣称号。另有１２个重点学
科，１２个创新团队，２２名重点人才及１３０名青年人才进
入省科教强卫工程。新增第九周期市级重点专科 ６８
个。南京鼓楼医院首个院士工作站———内分泌科宁光

院士工作站启动，邱勇教授当选国际脊柱学会

（ＡＯＳｐｉｎｅ）中国区主席，朱大龙当选中华医学会内分泌
学会候任主委。滕皋军、刘新峰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

九、人口和计划生育

２０１６年，全市常住人口８２７万人，增长０４１％。其
中，０～１４岁少年儿童８４０２万人，增长２４４；１５～６４岁
劳动年龄人口６５１４９万人，下降０５４％；６５岁以上老
年人口８８０８万人，增长４１７％。户籍人口６６２７９万
人，出生人口８０３万人，死亡人口３７２万人，户籍人口
自然增长率６５６‰。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８％，人口
和家庭公共服务机构建设覆盖率９２％，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覆盖率９０％。全年全市计划生育各项奖励惠
及５６万人，各级财政投入奖励资金２４１８４万元。其中
为３９７６５人发放计划生育一次性奖励金，发放奖励金
１４３１５４万元；为１０９０４人发放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
共发放特别扶助金６５０１６９７万元；为４２２６５人发放计
划生育农村奖励扶助金，共发放 ４０７６８０２万元；为
１６２１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放计划生育公益金３３６８
万元；为３３９１６９名农村居民、城镇无业人员发放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金共２０７７６３６万元。对独生子女死亡、
伤残家庭未满７０周岁的特别扶助对象给予公交出行和

·０９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园林游览补贴；为有需求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优先签约

家庭医生；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确定“双岗”联络人，并

建立基本信息档案。全市建成 １个市级、１１个区级、
４９３个街道、社区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中心、站
（室）。年内对３８个街道指导站及社区亲子室进行奖
补，共计资金２４０万元。探索“１＋１＋Ｎ”普惠型、社区
化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新模式。全年全市
免费发放《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家庭指导手册》５万
套，《科学育儿报》１０万份，开展科学育儿知识讲座７５２
场、亲子体验活动１２２９场，发放宣传品７６１５６份。全
市已备案０～３岁婴幼儿保育机构１９９家，其中育儿园
１８６家，亲子园１２家，看护点１家。开展幸福家庭、幸
福家庭示范街道评选表彰活动，年内命名南京市幸福家

庭１００个，南京市幸福家庭建设示范街道（镇）１１个。
栖霞区被批准为第三批全省幸福家庭建设项目县

（区）。对１９个人口文化示范基地进行奖补。对建邺
区和溧水区２００户家庭进行追踪调查。加强出生人口
性别比综合治理，查处“两非”案件６起。２０１６年全市
出生活产婴儿 １０２５２１人，其中二产 ３７９９１人，占比
３７０６％。顺利实施生育服务登记制度，全市生育登记
６８万例，其中生育二孩登记２８５万例，再生育审批登
记１０３５例。全市实行流动人口信息社会化采集，流动
人口登记率达９０％。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流动人口信息
库人数１４３７万人。４４家“新南京人”服务中心，为流
动人口和全市转移就业的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职业培

训、计划生育和公共卫生等十项基本服务。将流动人口

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辖区内居住满３个月的０～６岁流
动人口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在９８％
以上。将流动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纳入本地常住人

口同服务、同管理。为７６１万多名孕产妇建立保健手
册，健康管理率９８０２％；流动人口孕前优生咨询４０００
多人次，达９０％，为７６３万多产妇（含流动人口）提供
产后访视，访视率９８３％。提供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
务，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免费查环查孕１４８３４９人次，四
项手术免费１３１９人次，免费率９５％。新增免费药具发
放网点４９２个，发放避孕药具１６万余盒（件），免费获得
率１００％；流动人口孕前优生咨询 ４０００多人次，达
９５％。未发现流动人口传染病病例漏报现象。将持有
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中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管理，每

季度进行随访和危险评估，开展康复指导，提高服药依

从性。全市为６４８５４万人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
档率７５％（含流动人口）。两地协同服务管理流动人
口，１１个区与１２０个外地区县签订协议，召开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联席会议２５次。对２０００名流动人口进行动
态监测工作。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企业、集贸市场

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４２９个，建会率８９％。开
展“生育关怀进工地活动”“生育关怀进校园”活动，关

爱留守儿童活动１５２次。对居住一个月以上、非南京户
籍的２０００户流入人口家庭进行动态监测调查，调查覆
盖全市１１个区１００个样本点。

（丁　昊）

玄武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日，原区卫生局与区计生局
合并，成立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全年区财政对卫计事

业拨款１８５亿元，占年度财政支出５６％。新增２０万
元以上仪器设备２台（件），总价值１１７４万元。全区有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１６９个，床位３２９１张，卫生人
员６８７２人。其中，卫技人员５４５６人，执业医师２０５６
人，注册护士 ２２４９人。区属医疗卫生机构１４个，床位
１７６张，在岗人员１０３０人，在编人员６５２人，其中，专业
技术人员５６８人，高级职称以上１０５人。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年共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０种
４９３例，发病率７２５８／１０万，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全年
共接种一类疫苗９６８９７针次。全年共发现涂阳肺结核
患者４８例；涂阴肺结核患者９４例；结核性胸膜炎４例；
完成肺结核可疑筛查 １９２６例。结核病“五率”均
１００％。全区现有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２４５人，
均转介至市二院接受抗病毒治疗，治疗率９３１％。艾
滋病自愿咨询检测（ＶＣＴ）门诊共检测８９５人次，初筛阳
性１６人，梅毒阳性３人。月平均暗娼干预数３２４人次，
女性性服务人群（ＦＳＷ）人群干预覆盖率月均９１３％，
检测率为８１６％。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ＳＭ）检测２８８９
人次，检测率２６５１％。完成看守所采血 １２批 ７７８人
次，新增抗体阳性３人，检测率１００％。全区共报告手
足口病例９４２例。

卫生应急　７月，孝陵卫部分地区受淹，区卫计局
组织开展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的环境消杀，降低受淹地

区蚊虫、苍蝇、老鼠等病媒生物密度，改善环境卫生面

貌，防止疾病传播。共出动卫生防疫人员２０人次，消杀
面积２２５万平方米。派出多支医疗队，为受淹群众和
一线救援人员提供医疗保障。参加首届南京紫金山城

市山地马拉松赛医疗保障和南京马拉松半程医疗站

保障。

卫生监督　年度新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１１４户，
复核３０３户，机构变更５２户。全年行政处罚２５件，处
罚金额２９７００元。处理各类投诉举报３９件，调查处理
与及时反馈率１００％。对辖区内经营性公共场所、医疗
机构和二次供水单位进行监督巡查３２００余家次，下达
卫生监督意见书１３３８份。对辖区内使用直饮水的学
校开展水质卫生专项监督检测，检查中小学校３８所，督
促各校建立健全学校卫生工作组织。开展非法行医专

项摸底排查行动，取缔“黑诊所”２户次，对２所无证行
医单位当事人进行处罚。对列入黑名单非法行医窝点

采取定期巡查和不定期抽查，定期巡查 ５２１次，抽查
９３次。

爱国卫生　承担区爱卫办工作职能，下发《玄武区
爱国卫生工作意见》，大力开展“健康玄武”建设，新建

健康社区３个，健康食堂３个，健康餐厅１个，健康步道
１个，健康单位２个。

·１９１·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社区卫生与妇幼保健　全区累计建立居民健康档
案５４６６３１份，建档率８３７９％；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
理４７３０８人；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４７０７０人，糖尿病患
者健康管理 １８６８１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健康管理
１５７２人。全区早孕建册率 ９８０６％，孕妇健康管理率
１００％，产后访视率９７８８％。７岁以下儿童保健覆盖
率９９９５％，新生儿访视率９７６４％；３岁以下儿童系统
管理率９８９３％。婚前医学检查率８７０９％，孕前检查
１６００对，覆盖率９５％。全年完成两癌筛查５０００人，通
过病理室反馈及跟踪随访，宫颈检查发现癌前病变ＣＩＮ
Ｉ级１３例，ＣＩＮⅡ级 ４例，可疑癌 ＣＩＮⅢ级（原位癌）
２例，乳腺筛查发现乳腺癌２例。全区共发放男用避孕
套３５５万只，女用避孕套 ７５瓶，栓剂 ３００盒，凝胶
２００只，膜３８０本，智能药具箱共领取男用避孕套信息
５６２条。全区重点人群累计签约 １７２６７４人，签约
率７０７％。

医政管理　全年共受理机构校验、机构变更等１００
余件，及时办结率１００％。统一规范行政许可文书，做
到“四告知，一办结”，即：告知地点、告知流程、告知要

求、告知责任人，按法定时间及时办结。全年共接待患

者投诉３６例。其中，协助区司法调解中心协议调解
２例，委托南京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２６例，委托江苏省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１例，患者向法院提请申诉３例，卫
计局组织医患双方调解１４例。规范药品试剂耗材采
购，对基本药物的用药目录重新进行遴选，共入选１４５３
品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２家社会办机构全部
纳入基本药物采购范围，实现基本药物制度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全覆盖。推进中医特色科室建设。圆满完成无

偿应急献血工作，全区共组织参加应急献血６６８人，成
功献血６３８人，献血成功率９５５％。献血总量１３８５万
ＣＣ。７２例造血干细胞采样入库，１名志愿者成功实现
造血干细胞捐献。

计划生育　全年累计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
３８１５万元；发放特扶助金６７６６２万元，中秋、春节慰问
金２８８７万元，发放公交卡和游园卡合计３７５８万元；
发放企业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１０４２５６万元；发放
计划生育公益金２３２０万元。依据政策出具大月份引
产证明１５４份。政府出资２７８４万元为计划生育困难
家庭和“失独”家庭人员参加保险，理赔金额３３１６万
元。制作４万多册《生育二宝》知识手册，开展座谈会
６４场，走访调查２０００余户家庭，发放调查表４０００余
份。将５３０名特别扶助对象优先纳入基层医疗服务机
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造社区人口文化广场（园）

２个，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中心１个、０～３岁婴幼儿早
期指导站１个。投入１０余万元为全区社区０～３岁婴
幼儿早期教育指导服务站购置教学玩具和图书。２０１６
年生育服务登记５２６１份，一孩３４７８名，二孩１７８３名。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共办理计划生育“一

票否决”审核２１批次，７８３人，５１家单位。全年完成约
６５万多条流动人口个案信息的核查，接收省内流动人
口个案信息协查５２３１条，省外３８００条，全区流动人口

信息协查反馈率９５％，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催办通知
６０９９份，办理流出人口婚育证明２１８份，流入人口婚育
证明验证５１９本。完成８０户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任务。

党建工作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化
工委、片区、支部“三位一体”基层党组织工作模式，创

新教育活动载体，在系统开展三项“五个一”活动，即：

完成五项规定任务、组织五项特色活动、开展五种自选

活动。号召党员以“四讲四有”要求自己，立足岗位“三

比三争”，在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作风，提高服务水

平等方面做表率。举办以“做合格党员、从身边人物学

起”为主题先进人物事迹展演会。区卫计局获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省、市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后宰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命名为市级廉政文化示范点。

廉政建设　将党风廉政工作与其他工作同研究、同
部署、同落实、同督促、同检查。与基层各支部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完

整的责任体系。编印《玄武区卫计系统工作规范制度

汇编》，强化制度落实；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

风”，贯彻行风“九不准”，严查收受回扣、“红包”等违规

违纪行为；强化监督执纪，调整局领导班子成员与基层

单位挂钩联系点，加强日常提醒、廉政谈话。严格控制

“三公支出”，完善资金管控，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全系

统未发生违规违纪被处理的情况。

（江秀萍）

秦淮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秦淮区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２８８
家，其中三级医院６家，共有床位８０３５张、卫生技术人
员１１４９８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医师３９３人、床位７８０
张。区属医疗卫生单位１７家，其中医疗单位１４家，即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秦淮区中医医院和１２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单位３家。拥有区级人口和家庭公
共服务中心１个，街道社区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中心
（站）１１９个，机构覆盖率９６７５％。２０１６年１月组建秦
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年该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报
告乙类传染病１０种，共７７７例，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７７６２８２／１０万，发病数居前五位的是：肺结核、梅毒、淋
病、艾滋病、痢疾，死亡３例，死亡率０２８９３／１０万，均为
艾滋病病例。报告丙类传染病６种，共１９６６例，丙类
传染病发病率１８９５８６４／１０万，发病数居前三位的是：
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其他感染性腹泻。２０１６年共治
疗管理结核病患者２７４例，筛查涂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
触者１２５例。全区管理艾滋病病例５２８例，完成艾滋病
管理国家哨点监测和自愿咨询检测任务。开展中国儿

童与乳母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和居民健康素养监测项

目。在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举办的首届“万步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中，该区以总分第四名的成绩

获得“全国优秀健走示范区”称号。

·２９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卫生应急　全年全区无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流行病学调查管理６２例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处置手足
口病疫情９４次，停课８０个班级；１２起水痘疫情，１起麻
疹疫情，８名布尼亚病毒感染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
征病例。对１名西非外出务工归国人员进行了２１天埃
博拉出血热的健康访视，无异常。参与盐城阜宁风灾事

件和七桥瓮水灾的灾后消毒处置工作，并受到江苏省卫

计委的表扬和秦淮区区委、区政府的嘉奖。圆满完成第

３０届中国·秦淮灯会、夏季防汛防病、中高考、南京国
际马拉松赛等医疗卫生安全保障工作。

爱国卫生　有效开展以公共环境除害防病公共场
所禁烟控烟、全民开展健康教育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

动。加强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建设，全年全区共修复或增

补毒饵宅等防治设施１２０００多个。展以“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成果，共建共享和谐健康秦淮”为主题的全国第

２８个爱国卫生月暨江苏省第２０个健康教育宣传月大
型广场宣传活动。全区医疗机构和学校全部达到无烟

单位标准，机关工作场所实现全面控烟。

卫生监督　分类开展基础卫生监督，实现卫生监督
全覆盖，对全区公共场所、医疗机构、学校卫生和生活饮

用水开展日常巡回监督检查，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

２０００余份，发放卫生监督公示牌１１００余个，对医疗机
构违规行为处理 ２１次，监督覆盖率 １００％，监督频次
２００％。规范行政行为依法准入，全年共办理各类许可
事项１５５２件，其中，公共场所７０６件，医疗机构放射诊
疗许可６５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校验、变更１５０件，医
师执业证新发、变更６０１件。２０１６年，区卫生监督所上
报的２个微课作品《沈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案》和《基层二次供水卫生

投诉处置要点》在江苏省“卫生监督执法微课大赛”均

获得一等奖，在“国家卫生监督执法微课大赛”中分别

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基层卫生　在区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培育一批
特色科室，２０１６年创建１５个 “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特色科室”。全区共组建全科服务团队８１个，实行分
片包干、责任到人的网格化家庭医生健康管理。大光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试点单位，通过远程健康管理系

统、高血压糖尿病俱乐部、社区“健康家园”等平台，个

性化服务签约患者。拓展“医养融合”医疗卫生服务内

容，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医养融合”医疗服务规
范试点工作。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居民健康档

案建档率８０％，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８％，居
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９８％。夫子庙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被中国社区卫生协会评为“全国百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妇幼保健　全年完成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
１００００例，孕产妇和 ０～６岁儿童健康管理率分别
９９９９％和９８９６％，全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在５／１０万、４‰和１０‰以
下。区妇幼保健所开设秦淮区０～３岁早期教育与发展
指导中心，以保健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创早教领域新

模式，全年免费体验２０１７人次，早教课程４４７人次，幼
儿生长发育测评１０１人次。

中医中药　全年区属医疗、社区卫生机构中医门诊
人次１４３８８万人，同比增长１２８６％。石门坎、大光路、
中华路、红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江苏省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单位。

医政管理　规范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保障医疗
安全，全年共计出动５２２人次、１４６车次，对医疗机构违
规行为处理２１次。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报名１５５人，开展辖区内执业医师定期考核８００余
人。圆满完成２０１６年献血任务，组织全区８００人献血。
深化与省中医院、市第一医院、八一医院、鼓楼医院的医

联体框架建设，建立秦淮区联合康复病房分级体系。继

续做好慈善惠民医疗，南京市红十字医院累计接诊惠民

患者２９６万人次，收治住院 ３１万人次，减免费用
３８９３万元。在惠民减免基础上，瑞华慈善医疗基金提
供低保患者住院、门诊血透治疗救助以及南京六城区低

保老人体检等资金支持８５０万元。１月２０日，省政府
副省长许津荣为南京市红十字医院暨瑞华慈善医院慈

善血液净化中心揭牌。

医学教育与科研　全年组织系统３２５名骨干医师
至三级医院接受培训，开展各类卫技人员培训４１４６人
次。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６次，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１８次，累计培训４０００余人次。秦淮区中医医院被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授予“优秀临床教

学基地”，该临床教学基地累计委培来自欧美及东南亚

地区的２０多个国家的５００多名外国留学生。中华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吴丹医师获全国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

技能竞赛总决赛“城市全科医疗”个人竞赛一等奖。

人口和计划生育　完成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
计生服务均等化督导评估和国家３岁以下婴幼儿托育
服务需求调查任务。以“爱在流动—牵手新市民”为主

题，在流动人口居住、工作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广场集

中宣传咨询服务活动，为近４００名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提
供免费生殖道感染综合防治检查，为全区１１８户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和１２０余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困
难家庭子女发放慰问金和助学金。２０１６年，该区被江
苏省人民政府授予“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

（凌　静）

建邺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有卫生机构９３个，其中三级医
院三所，二级医院二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８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７个，区卫生监督所、区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
健所各１个，个体诊所及社会办医机构５８个。全区卫
生人员４５５８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３８３６人，占
８４１６％。全区医疗机构万元以上设备２８０２台，其中
５０—１００万元５１３台，１００万元以上设备６２台。区属医

·３９１·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疗卫生人员９９７人，全年医疗设备总投资１６２１３８４６万
元，购进万元以上医疗设备１３７台，其中 ５０万元以上
８台。全年门诊１０４６万人次，急诊７３３万人次，住院
２９３０人次。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区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２０１５
例，其中甲乙类发病７２０例。ＨＩＶ抗体检测３５１９１例，
其中阳性３１例，有艾滋病患者２０２名。新发现肺结核
病１１５例。４、重性精神病防治工作现存患者档案１２２２
例，其中基础管理 １０８０例，个案管理 １４例，管理率
８９５％。春季共完成查螺面积 １２１０万平方米（含潜
洲），药物灭螺共完成灭螺面积 ２００万平方米（含潜
洲），秋季查螺面积３２５３４万平方米（含潜洲）。疫区
医院血防门诊 ＤＤＩＡ查病３０５７人。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卡介苗、脊灰疫苗、麻腮风疫苗、流脑Ａ＋Ｃ疫苗、白
破疫苗、乙肝疫苗、流脑疫苗接种率１００％，精制百白破
疫苗接种率９９９８％。麻风疫苗接种率９９８６％，乙脑
疫苗接种率９９６５％，甲肝疫苗接种率９９３５％。高血
压管理患者 ３２６０４人，血压控制率７８０３％，抽查规范
随访率８８６％；糖尿病管理患者１０４０９人，血糖控制率
６６７％，抽查规范随访率８２９％。全年户籍死亡人数
１５６８人，前五位死因是：循环系统疾病６６４人、肿瘤５４１
人、呼吸系统疾病１２４人、内分泌营养代谢病５８人、损
伤和中毒小计５１人，共计１４３８人，占全死因９１７％。
儿童死亡人数１２人，孕产妇死亡０。

卫生应急　开展中东呼吸道综合征、人感染 Ｈ７Ｎ９
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麻疹等重大急性传染病防控工

作，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做好有关重大急性传染病防控预

案和技术方案学习。完成辖区医疗机构传染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培训，参训２２０人次。组织辖区
医疗机构开展多科目卫生应急演练３次。落实应急物
资储备总计１００余种，总价值约４０余万元。传染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和重点疾病报告率１００％。
组织完成“世界速度轮滑”“２０１６南京马拉松”等重大
活动医疗卫生应急保障７０余次。

卫生监督　辖区内有经营性公共场所６４２家，“四
小”公共场所５００多家，累计监督２５００余户次，出动监
督员２０００多人次，出动车辆６００多台次，通过专项整
治，“四小”行业两证持证率均超过９０％。行政处罚一
般程序２５起，结案１７起，其中医疗机构、非法行医１６
起，公共场所 ９起，罚款人民币 １０多万元；简易处罚
２起；举行公开听证程序３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南
京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２起；向建邺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移送案件１起。全年受理投诉举报总共４４起；直
接接到来电１３起，上级交办１６起，１２３４５投诉交办１５
起。采取联合执法对微整形场所进行突击检查５次，发
现大量玻尿酸和肉毒素等其他药品。目前已立案６起，
做出行政处罚６起。对非法行医高发地段开展拉网式
搜查，共出动监督员２２０人（次），车辆５５车（次），监督
检查出１０多个非法行医窝点，张贴１５０张非法行医公
告，没收价值３５万余元非法药品、医疗机械等物品，当
场做出行政处罚１起。对全区１０１家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进行监督检查，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９２份。辖区医
疗机构及个人等违法行为立案６起，目前已结案５起，
合计罚款１７０００元，没收非法所得３００００元，吊销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１户。对辖区内７４所学校和托幼机
构，开展传染病防控等项目综合评价工作。开展游泳场

日常卫生监督，对全区２０家游泳场所负责人开展培训。
发放公共场所新发卫生许可证１００家，变更１１家，延续
４２家，合计１５３家。发放放射诊疗许可６家。医疗机构
变更４４家，执业医师变更注册２６７人，计生审批３８人。

妇幼保健　妇女保健服务门诊１３５５６人次：其中
产前保健 ３２７６人次，产后９８５人次，唐氏筛查１６９１人
次，孕期营养指导 １００４人次，超声检查３４７７人次，心
电图 ９８２人次，妇女病普查５８７人，妇科门诊 １０８６人
次，计划生育手术７２人次，婚检３７８人次。儿童保健
服务门诊４４７８８人次：其中：免费进行“六一”儿童体检
１２５７４人，新生入园体检 ４３８０人次，儿童视力筛查
１６０５８余人次，儿童龋齿防治９０７７人次，托幼机构老师
健康体检１８４２人。举办“孕妇学校”３５期，前往社区、
幼儿园暨企事业单位讲课８次，健康教育５００人次。孕
产妇保健管理率９８４８％，住院分娩率１００％，常住人口
孕产妇死亡率０，围产儿死亡率３１１‰，户籍内出生缺
陷发生率 ３９９‰。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覆盖率
９８３４％，新生儿死亡率 １０４‰，婴儿死亡率 １２５‰，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１６６‰。

社区卫生　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３５１３９８份，建
档率７７３２％。，合格率９８％，动态使用率９０１４％。组
织基层医疗机构业务培训１５次，参训６３０人次，８９名全
科医生到三级医院进修。全年基本药物采购品种７０２
个，采购金额５９５１７３万元。与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
第二中医院、明基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等三级医院签

订医联体合作协议，三级医院派出专家定期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坐诊、查房、培训。建立康复医疗体系建设试

点和医养融合试点。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

构（泰乐城）建立紧密型合作，初步形成医疗—护理—

康复—养老为一体服务综合体。南苑、双闸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设老年康复病房或与养老中心合作，建立医

养病房。

计划生育　依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全区再生
育审批５１人，出具生育服务证明４１５０份，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婚检）１１３２对，发放避孕药具约１５０００盒，完
成双向核查流动人口信息５０００多条，为流入已婚育龄
妇女开展免费“孕环情检查”服务８０７人次。２０１６年春
节走访慰问３７４户，发放慰问金１４９６万元，中秋慰问
６０９人，发放慰问金６０９万元。发放公交游园卡各４１６
张计２４５４万元。特扶家庭住院护工险已落实，共发放
保单５３６人。审核发放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金５５人
计５４８４０元。审核发放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企
业职工一次性奖励１３７１人，另１３０４人已结算完毕即将
发放。落实独生子女特别扶助政策，全年审核确认发放

２４５３人次，发放特别扶助金４３２１３４万元。审核发放
计划生育公益金６９人计１４２０００元。审核发放无业人

·４９１·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员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８９４４人次约５３６６４０元。为“失
独”特殊家庭８２１人赠送保险。开展家长培训服务１２
次、婴幼儿健康讲座４０多场；广场保教宣传活动３８场。
协助安徽省执法人员查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选择胎

儿性别终止妊娠”案件２起。
爱国卫生　落实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下发简报

１４期；制作１０万份倡议书分发驻区单位和市民群众，
印发宣传板报１５套３２６０余份，全区共整治重点场所
８９４处、清洁水体１２２处、清理改造厕所５处。联合举
办南京市病媒生物防制消杀技术演练和技能竞赛。开

展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共入户调查５７６户，建设健康社
区４家，健康小屋１２家，健康学校２家，健康单位３家，
健康食堂２家。统一规格修建毒饵站６３２３个，放置诱
蝇笼３７７１个。健康促进试点区建设通过省级专家组
评审获“江苏省健康促进区”称号。

卫生行风建设　开展“廉洁医院”创建活动，全面
推行政务公开、院务公开，定期公示服务质量、行风评议

等情况，畅通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开展区卫计系统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问责制。为８名后备干部提供
挂职锻炼机会，开展“党员进社区义诊”“党员网上学

习”“党员承诺践诺，挂牌上岗”、举办“两学一做”知识

竞赛以及主题参观教育活动。与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签

订协议，开办为期半年系统管理干部培训班。

健康教育　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教育活动，在门诊咨
询服务台、病区、诊室设立健康教育资料阅读自取架；在

门诊大厅和输液大厅都配备液晶电视，滚动播放各类健

康科普知识宣传片；全科团队每月定期深入社区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全年完成二部电视宣传短片拍摄和制作。

在４８路、８２路、１６６路三条线路，１２辆公交汽车拉手、
椅背、灯箱进行血吸虫病防治、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

及健康素养６６条核心内容宣传。与区教育局联合制作
宣传展板在学校巡展。全年举办专家讲座１６场，听众
９２０人，开展各类宣传活动３４次，参与群众５５０００人，
发放宣传材料２３类，共计１１５０００份。

（李浔波）

鼓楼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医疗机构２７３家，其中包括三
级医疗机构１１家，二级医疗机构２家，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１７家，区属公共卫生单位３家，其他医疗机构２４３
家。全年完成门诊量３０６９７万人次，其中政府办中心
完成门诊量１８３１６万人次，非政府办中心完成门诊量
１２３８１万人次，业务收入 ２８３亿元，较 ２０１５年增幅
４３８％，药品收入 ２１８亿元，较 ２０１５年增幅 ３７７％。
全年建立居民实用电子健康档案９５７７２４万份，建档率
７５０８％。重点人群签约家庭医生３１７３１２份，签约率
７００１％，群众满意率 ９８％。全区出生政策符合率
９９７％，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率９０％，出生人口

性别比１０６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率９６％，妇幼保健和
计划生育服务达标率９５％，人口信息化建设指数９６％，
人口和计划生育队伍建设达标率１００％，人口和计划生
育奖励优惠政策兑现率１００％，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
政达标率 １００％，人口和计划生育群众自治合格率
１００％，人均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费达标。

疾病预防与控制　２０１６年，全区传染病网络直报
单位４８家，覆盖率１００％。审卡２３９２８张，传染病报告
卡报告及时率９９９８％，准确率、填写完整率、一致率均
１００％。全年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１１种１１２７例，发病
率８６１７／１０万，比上年同期下降３８８％。全年共报告
手足口病例１８９８例，比上年同期上升１１７７％。参与
儿童医院重症病例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录入、标本

采集及上送工作，共调查７９例重症病例，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综合征１０６例。完成每月５例常规监测样本送样
工作，上送普通手足口病标本６０份。举办托幼机构、医
疗单位、社区随访人员培训，对手足口病患儿实行日常

管理。全年共报告９５起学校疫情，其中５２起为手足口
聚集性病例疫情，３５起为流感样病例疫情，６起为疱疹
性咽峡炎，１起为聚集性腹泻疫情，１起为聚集性水痘疫
情，及时核实、处理传染病预警系统中的预警信息２４５
条，均在２４小时内填写异常信息卡。流调散发疫情
２３９６例。上送伤寒菌株３份，菌痢菌株５份。全区发
现肺结核患者 ３１７例，涂阳 １１６例，其中新发涂阳 ９４
例，对３２５例患者全程督导６５０次。各医疗单位网络上
报肺结核病例及可疑病例３９８例，报告率１００％；转诊
可疑患者３９８例，转诊率１００％；应追踪８４例，追踪到位
８４例；新登记涂阳病人密切接触者１３１人，均作检查。
全区ＭＳＭ人群 ＨＩＶ检测１８８８人，阳性１９０人。暗娼
人群干预３２６６人次，ＨＩＶ抗体检测４４７人，无ＨＩＶ阳性
病例，梅毒阳性１１人。对鼓楼区看守所羁押人员 ＨＩＶ
检测１５２８人，无阳性病例。ＶＣＴ门诊共检测咨询４１６６
人，ＨＩＶ阳性１６３人。随访５５２名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ＣＤ４检测５３３人，检测率９６６％。配偶检
测９２９％，结核筛查率９９３％。全区３８５人正在进行
免费抗病毒治疗。辖区医疗卫生单位全年共报告ＨＩＶ／
ＡＩＤＳ共 ４２２例，均完成信息收集，首次流调告知率
１００％。全区举办１次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治技术培
训，实行全天２４小时疫情值班制度。处置 Ｈ７Ｎ９禽流
感疫情５起，病例流调４人，排查密切接触者３３人。全
区查螺面积 ３１１万平方米，未发现钉螺。江滩清淤
１９００立方米，药物灭螺面积 ８５万平方米。血吸虫病
ＤＤＩＡ查病３１１８人次，粪检查病５１４人次，渔船民（水
上作业人员）ＤＤＩＡ查病８００人次，共计３９１８人次，未
发现阳性。共监测学生及孕妇家中食用盐３００份，碘盐
覆盖率１００％；共监测学生及孕妇尿碘含量３００份，结
果均在安全可控范围内。１７家门诊镜检站共制作血片
３９１０张，发现１５例患者，完成５１１份幼儿蛲虫及１０１５
份成人肠道寄生虫调查工作。全区有７６所幼儿园、１９
所中学、４７所小学，１所特殊学校，１所职高开展学生健
康监测报病工作。全年处理学校聚集性传染病及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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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起，预警及时处置率１００％。对辖区１８所学校进行
教学环境检测，对７４所学校进行传染病防控（包括学校
饮用水）监督检查，开展对学校常见病防治督导，完成

学生健康及影响因素监测任务，抽取３２所中小学作为
本年度学生常见病防治的监测点，对学生体检情况进行

评价和分析评估。通过江苏省应急示范区达标考核，制

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制度，在挹江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演练、霍乱肠道传

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完成２０１６年辖区２８个考点
应急保障。完成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检测能力范围

内新标准方法变更确认申报工作，共变更标准６１项（食
品６０项，非食品１项）。受理１５６７家委托单位开展公
共场所微小气候和公共用品、生活饮用水、饮用净水、医

疗及托幼机构消毒灭菌效果、食品等样品检验检测，编

制各类检测报告１６２６份。
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区对在册２１８６家公共场所

单位开展卫生监督９４３９户次，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对
５５８家住宿场所、８１８家美容理发场所、１３６家沐浴场
所、３３家游泳场馆开展量化分级管理。对辖区游泳、住
宿、沐浴等６４家公共场所的水质、空气质量、公共用品
用具消毒效果进行监督抽检，对３８家商场、影剧院等公
共场所空气质量进行抽检。辖区内在册二次供水单位

２６４家，共计监督检查３９５户次，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开
展现场水质快速检测１４８份，共计发出整改意见书６３
份。对辖区内７７家中、小学校进行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对６１家学校使用直饮水、桶装水的学校进行了学生饮
用水监督采样检测工作，对１２家学校教学环境进行检
测。对全区１６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工作进行
专项检查；对辖区医疗机构进行中药饮片专项检查、消

毒隔离监督检查。对辖区２家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开展
日常监督。全区办理卫生行政许可１７１４件，其中公共
场所单位７７８件、放射诊疗机构６３件。医师首次注册
及医师变更注册 ５７７件，医疗机构新设收件１７件，医疗
机构校验、换证２７９件。对８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机构予以行政处罚，共处罚金３０５００元。受理
投诉举报８９起，均在２０个工作日内认真调查处理并及
时反馈。全年行政处罚５５件，罚没款１５８３００元。

医政管理　２０１６年，全区医联体建设主要围绕学
习培训、双向转诊、特色发展、质量控制等方面开展帮扶

工作。三级医院每周安排不少于３名副高以上职称专
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每年为社区群众义诊两

次，开通信息平台，实现专家门诊、辅助检查社区预约。

２０１６年共有７６名三级医院专家下社区坐诊６３４人次，
服务居民８０００余人次。与省人民医院老年科共建凤
凰老年慢性病防治中心和医养结合示范中心，与鼓楼医

院共建建宁路社区康复中心，与省级机关医院共建幕府

山糖尿病康复中心。华侨路心血管防治中心、建宁路医

养结合示范中心正推进中。邀请四家医联体核心医院

１２名院感、质控、放射、药学专家对全区１７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质量控制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派出５０名医护
人员到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儿童医院、市二院、南医

大二附院等三级医院进修学习，三级医院专家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设专题讲座７６次。先后有１５５名医生对
口支援该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组织全区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３３７名医务人员轮流参加各大医院组织的学
术讲座和疑难病例讨论３９次。与省级机关医院联合开
展的“糖尿病小屋”项目惠及全区８０００余名居民，联合
启动高血压社区防控项目，１０００余名居民受益。全区
家庭责任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７２％，每天有３０名全科
医生和上百名居民活跃在ＡＰＰ上进行互动。对１０５４０
人次低保及低保边缘户医疗救助补偿１３６万元，开展免
费手术３例，减免医疗费用８１５２元。查处非法行医立
案３起，依法移交公安部门立案查处１起，建立联合打
击非法行医机制，立案查处医疗违规案件１４起，处罚金
２８０００元。与省人民医院老年科合作开展三级医院专
家进养老机构活动，开展老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评估，对

老年人和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全年评估老年人５００余人
次，开展培训１８场次，惠及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和老年人
８００余名。全区１７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家庭免费
服务病床１６００床次，为养老机构老人开展免费服务
１２４９０人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就近托老机构签约
服务，为在院老人进行每周巡诊，对百岁老人进行每月

巡诊，为居家养老老人服务３００００人次，规范内设医疗
机构的１２家养老机构和与就近医疗机构签约服务养老
机构医疗服务、健康教育及体检的服务，开展预约上门

和巡诊服务。接收申请新办社会办医疗机构１６家，全
年累计办理多点执业５１人。

妇幼保健　全区活产数 １１１１５人，孕妇建册率
１００％，早孕建册率９８４２％，产前检查率９８４２％，产前
健康管理 １０９３９人，孕产妇保健管理率（按建卡率）
１００％；产前健康管理率９８４２％（产前检查大于５次人
数），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孕产妇死亡率 ０；产后访视
１０９３９人，产后访视率９８４２％，新生儿访视率９６３７％，
７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４９７３２人，７岁以下儿童系统管
理４９６３５人，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９８９％；婴儿死
亡率１３３‰；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３４８‰。妇女病
普查率９９１％，妇女病检出率 ３４９２％ ，婚前检查率
８５％。开展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代化妇儿保门诊
的创建。邀请省、市专家对２０１５年的开展创建工作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考核评估，对２０１６年拟创建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指导。接受３名社区妇幼
人员的免费进修。对社区督导２４０余次，社区基本公共
卫生考核（妇儿保）各４次，专项质控２次，两癌专项督
导２０余次。共监测孕产妇２０６００人，艾滋病感染孕产
妇１例，梅毒感染孕产妇９２例，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产
妇１７５６例，均实施了母婴阻断。对２０例梅毒感染产
妇及所生儿童进行规范随访，其中３例已结案。对开展
两癌检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培训１次，对社区进
行督导２０余次，全区完成两癌筛查１０６１０人。全区召
开妇儿保统计人员例会各１２次，召开其他妇幼保健工
作例会６次，组织召开全区妇儿保及访视人员业务培训
１２场次。组织全区妇幼技能竞赛１次。召开全区托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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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卫生保健老师工作例会４次，对每家托幼机构均进
行至少１次的卫生保健工作检查指导，对市三幼大公馆
部等３９所托幼机构完成卫生保健合格证的复验工作；
将全区８７家幼儿园划分为９个片区，组织每个片区在
学期内各开展２－４次片区活动。

爱国卫生　开展以“创建无烟环境，旨在提醒公众
认识烟草烟雾对被动吸烟者和环境的危害”为主题的

第２９个世界无烟日广场宣传活动，指导各街道、单位开
展控烟工作，发放禁烟标识５０００余份。全区１３个街
道公共外环境除四害全面实施市场化运作；区爱卫办每

季度为街道制作宣传展板，为辖区中小餐饮店家发放除

四害宣传折页６０００份；组织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毒饵
站进行普查、统计本底资料，春季灭鼠投药共５６０千克。
在迎接南京市“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中，鼓楼区与３５家
单位签订了创卫目标责任书，经过整治，全区主、次干道

及背街小巷无明显占道经营现象，中小学均有健康教育

宣传栏，在４４家农贸市场设置了全新的农贸市场公示
牌，３１座旱厕全部整改到位，１４１４家公共场所（四小）
经营单位卫生许可证持有率１００％，３９８６家餐饮经营单
位食品经营许可证持有率７５％。１２５７个居民小区设置
诱蝇笼４７８５个，覆盖率９８８５％，毒饵站２１２１３个，覆
盖率９５２１％，环境整治达标率９５５％，全面完成创建
卫生城市复审各项工作。

计划生育　全年全区生育服务登记５９０６人，其中
一孩３２２０人，二孩２６８６人。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进一步畅通“１２３５６阳光计生服务热线”，受理群众来信
来访，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２４６件，办结率１００％，未
发生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等事件；回复“１２３４５”工
单共１６４件，９６１８０工单２件；再生育审批８０例；办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２５４３本。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２４６５对。组织辖区无业人
员及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开展免费 ＲＴＩ综合防治
暨“两癌”筛查，服务群众１０２９６人。ＲＴＩ综合防治及
两癌筛查服务人群由无业及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拓

展到６５岁以内的已婚妇女，新增免费药具发放网点９０
个，全年共发放免费避孕药具膜１２００本，男用避孕套
５８８０００只。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全年共发放 １７７１４
人，计１０６２８４万元，完成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金
登记６２００人、结算４３２１人，涉及区财政支付１３３９２
万元，全年需资金２１６０万元。审核发放独生子女伤残
死亡扶助金共 ８９５１人次，共计 １５５４３２２万元；为
２２３０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人员发放特殊家庭慰问金
７７４万元，发放公交卡和游园卡９４１６４万元；发放计
划生育家庭大病救助公益金２２５户，计４６７万元。完
善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体系，开展各类早教亲
子服务活动；落实一年４次免费亲子体验服务（６４场
次／１６１２人次），开展婴幼儿知识讲座和亲子活动２４０
场次，受益婴幼儿４８００人次。对“南京市鼓楼区美丽
如初育儿园”“南京市鼓楼区天使育儿园”进行资质备

案审核及专家评估。开展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
教育活动，发放《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家庭指导手

册》５６００册。发放《０～３岁婴幼儿保育机构备案告知
书》，处理早教工单５起，办结率、满意率１００％。开展
“失独”家庭社会关怀活动，全区帮扶计生困难家庭

５５１６人，帮扶资金１２６７８万元，开展各类培训４７３场
次，１４４６３人参加培训。为９５５位“失独”家庭成员建立
基本信息档案，“失独”家庭结对帮扶２２３０人，结对帮
扶率１００％。石头城社区“爱心社”被南京市评为２０１６
年市级“连心家园”。推广“幸福家庭—计生系列保

险”，参保人数１３５１０人，保额１４４７１万元，比上年增
长８１５％。承接中国计生协会２０１６年“青春健康家长
沟通之道培训”项目，选拔２６名社区工作者参加由社区
学院的师资培训，举办十场青春健康家长沟通之道培训

班，９７８名家长和孩子参加培训。举办同伴教育主持人
培训班５期，１１所高校选派３０５名大学生青春健康同
伴教育志愿者参加培训，开展青春健康教育活动共计

７０７场，参与人数５４９０１人。开展青春健康“五进”活
动，组织计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军营、工地、科技园区开

展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活动１０场；发动计生协会会员和
志愿者开展防艾宣传活动３９场；驻区１１所高校通过主
题活动等形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５３场。
２０１６年，全区完成２０１６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动态监测样本点，宁海路、宝塔桥等１１个街道２２个
社区４４０名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全区累计新
增流动人口２３１８８条，入库率９８３％，完成流动人口信
息协查１３４２人次，协查率１００％。为全区６０户流动人
口计生家庭子女购买计生系列保险，帮扶符合申请条件

的３７名流动人口特困家庭子女入学入托。举办“关爱
流动人口权益，共建幸福和谐鼓楼”———鼓楼区健康促

进行动进工地活动。全区累计开展各类宣传服务活动

２７３场次，举办健康知识讲座１０６２次，发放宣传资料２７
种１２５万份、发放免费避孕药具１５３２万盒。

（步腊春）

浦口区

概况　浦口辖区内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２５家，其中，
二级综合性医院４家，二级中医院１家，其他二级专科
医院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２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８２
家，门诊部２５家，诊所（含卫生所，医务室、卫生站、卫生
保健所）７８个，急救站８家，妇幼保健所、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各１家。全区编制床位２４３０张，卫
生人员４２０４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３３１６人。全区平
均每千人口有床位３２４张，每千人口医师１８３人，每
千人口注册护士２０４人。全年门急诊量３６１４７万人
次，出院６５６万人次。

疾病预防与控制　浦口区通过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省级达标验收，全年共查螺４２００万平方米，完成春季灭
螺９０６万平方米，捕获钉螺９０４支，未发现阳性钉螺，连
续多年未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病人。完成疟原虫血

片１９３４张，肠道蠕虫监测１０３６人，顺利通过消除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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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考核。全区艾滋病防治常规工作全部达标，与社会

组织的项目合作，突破高校学生中特殊人群男同群体的

艾滋病防治瓶颈。１２大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全面落实，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年

累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５８８万份，建档管理高血压患
者４２万人，糖尿病患者１５万人，完成老年人健康体
检７２万人。结核病防治指标任务完成率１００％。全
年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８２８５／１０万。

医政管理　建立分级诊疗和远程会诊系统，区内二
级医院、１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市第一医院、中大医
院、南医大二附院等三级医院完成医联体共建签约，实

现医联体内多点执业免注册，全区３２１垂直医联体逐步
构建。临检中心、影像中心、心电中心上线正常运行，实

现区域内集中诊断、疑难转诊、检查共享和结果互认。

率先建立区域卫生大数据基础平台，构建实时数据应用

及共享系统。中心医院三级创建稳步推进；中医院启动

三级创建工作，挂牌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浦口医

院与南医大二附院开展全方位合作，挂牌成立“南医大

二附院胸痛中心浦口分中心”“南医大二附院内分泌浦

口分中心”，为融入南医大四附院打好基础；浦厂医院

成功创建职业健康体检定点医疗机构。全年全区新增

省级重点专科１个，市级重点专科３个，全年获得省级
新技术引进二等奖一项，省级科研立项一项，国家实用

型专利３项。完成国家山地自行车、马拉松、攀岩世界
杯、森林音乐节等重大赛事活动的医疗保障任务。

基层卫生　全年定期开展医疗质控检查、绩效考核
评估、业务培训、三基训练，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ＡＰＰ
平台，成立２２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共计１２５名成员，
其中全科（专科）医生６５人，占５２％，实现以全科医生
为主体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全覆盖。全年共完成

６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标准化建设，其中永宁西葛、乌江
茶棚、石桥汤集３个村卫生室顺利通过省级示范化村卫
生室的验收。永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堂、桥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伤科均荣获“南京市特色科室”称

号，永宁街道卫生院被评选为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乡镇卫
生院示范中医科建设项目单位，星甸卫生院荣获国家级

“群众满意卫生院”。

卫生监督　浦口区作为江苏省卫生执法全过程记
录工作南京市试点单位，配备手持终端、行政执法记录

仪及陈述申辩室录音录像等设备，实现执法过程的全景

式记录。完善卫生监督协管员队伍建设，２２名卫生监
督协管员正式取得行政执法资格，配备卫生监督制服上

岗。全年受理卫生行政许可７５８件。开展传染病防治、
医疗卫生、放射卫生、生活饮用水、学校卫生、消毒产品

卫生、医疗机构控烟等监督检查共４１７户。开展公共场
所、传染病重点监督监测２２８户，均符合规定。依法取
缔非法游医１８户次，立案８起，罚款金额５１８万元，没
收药品、器械价值６万余元，非法行医投诉案件连续三
年持续降低。对辖区内２３家放射诊疗单位进行监督检
查，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完成现场审核１６家，进行年度
效验，并发放《放射诊疗许可证》１６家。实施公共场所

量化分级５８１户，量化分级率 １００％。
爱国卫生　圆满完成国家卫生城市迎复审牵头工

作，迎查期间，投放电子屏、站台灯箱广告５０余处，制作
宣传品４种，整顿提升农贸市场２０余处，清理旱厕２１
座，整顿巨量市容环境问题，市容面貌得到有效改善，圆

满通过国家卫生城市迎复审检查。指导桥林、永宁、汤

泉、星甸街道开展省级卫生街道创建工作，１２月份，４个
街道顺利通过省级验收。积极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工作，

邀请省疾控专家进行业务培训，全区增补投放４０００个
诱蝇笼和４０００个毒饵站。

妇幼保健　完成区妇保所与计划生育指导站的职
能整合和人员调整，启动区妇幼保健院筹建工作，中心

医院、浦厂医院完成爱婴医院建设评估。落实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向１７００名农村孕产妇发放住院
分娩补助８５万元。开展“两癌”筛查１１１２８人，查出宫
颈癌２人，宫颈癌前病变３３１人，乳腺癌４人。开展免
费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工作，结合婚检一站式

服务，使叶酸免费发放关口前移，全年共计向１５４０名
孕产妇发放叶酸，依从率 １００％。扎实推进预防艾滋
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检测率１００％。全年为
４１万名儿童建证建卡，建证率 １００％，接种一类疫苗
１８３万人次。全区活产数１０５８１人，孕产妇早孕建册
１０３１８人，住院分娩率１００％，健康管理率９７８％，产后
访视率９８７％。７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９８８％，５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８‰，婴儿死亡率２２‰，出生缺陷率
２６３‰，孕产妇死亡率０。

医改工作　成立区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向三家公
立医院派驻总会计师，设置改革专项经费２０００万元，对
公立医院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信息化建设、政

策性亏损给予补助。设立高级人才引进专项扶持预算，

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安置补助和科研启动资金补助，２０１６
年补助金额约６００万元；对中医发展、公共卫生、体检、
惠民等项目，均按政策给予了相应补助。根据江北新区

建设规划和南京市十三五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精神，编制

完成浦口区医疗机构布局规划和“十三五”卫计事业发

展规划。

依法行政　做好行政权力事项承接及清理工作，共
２０１项行政权力事项入库，其中行政许可８项、行政处
罚１４９项、行政强制５项、行政征收１项，行政给付７项、
行政奖励１７项、行政确认６项、其他权力８项。调整执
法队伍，建立打击“两非”部门联动机制。落实政府法

律顾问制度，与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续签常年法律顾

问协议。

计划生育　全区已婚育龄妇女 １４１１２１人，出生
１０８４４人，计划生育率１００％，独生子女率７９０４％。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率９０％。成功创建省人口协
调发展先进区。全年共完成“全面二孩”再生育审批８５
件。建成街道级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站６个，社区
亲子活动室３６个，每年为辖区内１３～３６个月婴幼儿提
供四次免费的早教体验活动，全区０～３岁婴幼儿知识
普及率９５％。企业城镇职工持证退休人员和城镇非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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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全年登记一次性奖励对象 ２６３９人，结算资金
９５００４万元。确认奖特扶对象２７１３人，发放特扶奖金
５５０８５万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１６６１９人，奖励金
９９７１万元。为当年发生独生子女或父母伤残、死亡的
１４５人发放计划生育公益金３０５万元。截至１２月底，
全区流动人口总数１２４６９９人，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均等
化服务率９０％，流动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１００％。组织
开展“情暖计生家庭 喜迎新春佳节”活动，对２５５户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走访慰问和亲情关怀，送去慰

问金８３９００元。与江苏、安徽、四川等５０多个区县签订
双向协议书，及时采集和更新流动人口个案信息。通过

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接收全国流动人口协查

信息 ３０３１条，发送协查信息 ２４３８条，协查反馈
率９９％。

（吴　杨）

栖霞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８６个（含
驻区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医院２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４７个，诊所医务室卫生所１１３个，公共卫生单位
４个。全区实有床位２３４４张，卫生技术人员３８５９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１５０８人，平均每千人有床位３４５
张、卫技人员５６８人、医师２２２人。全区门急诊４０５７
万人次、出院５５万人次。

疾病预防与控制　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５３４例，发病
率８０５６／１０万，丙类传染病２３２４例（其中手足口病发
病２２１１例）。全年实施国家计划免疫一类疫苗接种
１７１８万人次、二类疫苗自愿交费接种 ２６７万人次。
对２２０６名被监管人员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自愿免费咨
询检测８８２人。针对重点人群开展同伴教育、高危行为
干预及检测１４９０人次。发现肺结核患者１７６例（涂阳
５３例），报告率、转诊率、系统管理率均１００％。完成药
物灭螺７４９７万平方米，血防查病９８７４人，疟疾镜检
１５００张，未发现阳性血片。全年接诊肠道患者５０２５人
次，完成“０２”培养７１７例，“０２”检索率１４２７％。定量
碘盐监测 ３００份，合格率 １００％。居民健康档案建档
４６６６５５人，其中高血压建档 ２７５９７人，糖尿病建档
９３０４人。

卫生应急　坚持应急小分队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及
时更新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完善卫生应急处置预案和技

术方案，举办各类防病知识讲座和应急培训班８期，培
训１１５０人次。及时处置手足口病、水痘、诺如和流感
等聚集性疫情４８起开展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中东呼
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流调处置疑似 Ｈ７Ｎ９禽流感患者２
例，及时对疫点指导终末消毒，并流调采样送检确认报

告２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均为诺如病毒腹泻暴发疫
情，定级为４级，患病学生全部痊愈。

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办理卫生行政许可业务共计
７３８件，其中：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２８４件，集中式供水

卫生许可证５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１８６件，放射诊
疗许可证２８件，医师执业注册２３３件，母婴保健技术服
务执业许可证２件。对６家集中空调使用单位、１１家
游泳场馆开展专项检查。对全区６６８家公共场所实现
量化分级管理，其中住宿类２４６家，美容美发类３１６家、
洗浴类８８家、游泳场所１８家，量化分级管理率１００％，
评定２家Ａ级和２家Ｂ级住宿业单位，４家Ｂ级游泳场
所，其余为Ｃ级单位。检查各类医疗机构１７５家，出动
人员７００多人次，车辆１７５台次。开展打击非法行医行
动２７次，取缔非法行医３０户次。对６家医疗机构的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实施行政处罚 ６件，罚款及没收
违法所得共２６万元。

社区卫生与妇幼保健　网上采购药品１９２亿元、
采购耗材及试剂３４０３９万元。推动龙潭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异地新建及龙潭街道飞花站、陈店站、尧化街道青

田雅居站等社区卫生站标准化建设改造工程。与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团队合作，在迈皋桥等街道试

点，以糖尿病为突破，探索分级诊疗新模式。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定期安排不同专业专家到靖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坐诊。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慢病分级诊疗工

作，为１８４６２０名群众开展集基本医疗、基本公卫、家庭
病床、分级诊疗于一体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服务，重点

人群签约率７２０５％。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１０８１
人，发放补助经费５４万元；农村育龄妇女增补叶酸项目
５０４人，免费发放叶酸１００８瓶；开展孕产妇艾滋病、梅
毒和乙肝母婴阻断工程，检测７５８２人，完成妇女宫颈
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１０５３５人，免费婚检２０６８人次，
婚检率９０７８％。孕产妇死亡率０，婴儿死亡率２１７‰，
出生缺陷发生率４３２‰，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４５‰。
孕产妇健康管理率９８４５％，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
９９８８％。“六一”体检１９０９９人次，新生入托体检７８４６
人次，教师体检１８１６人次。

医政管理　栖霞区医院创成二级甲等医院。打造
“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栖霞区医院康复院区、

１０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康复点、社区（村）卫生站和家
庭线上线下康复”所组成的四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

启动省人民医院康复专家“康复社区行”活动，社区康

复医疗服务逐步在区内西岗、仙林、迈皋桥、栖霞、八卦

洲等街道陆续开展。区政府与省人民医院续签《关于

进一步深化“院府合作”共建栖霞现代医疗服务体系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协议书》。区政府与市妇幼保健院
续签《关于深化共建市妇幼保健院北院（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区质控管理委员会每个季度开

展质控检查工作。开展智能化医疗卫生服务，推进区域

远程医疗、医疗一卡通、医疗一账通应用，优化社区预

约、智能化自助医疗等公众健康服务功能。

中医药管理　通过“金陵医派工作室”建设打造区
内中医特色专科。全区为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中医
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２７２０２人，为０～３６个月
儿童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１１７６３人次。组织南京
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在马群、仙林、西岗街道进社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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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医讲座和义诊活动２０场，服务群众约３０００人次。
马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列为江苏省中医药特色示范

中心建设单位。

计划生育　落实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出具《生育服
务证明》５２９３份，７个街道、１６个社区圆满完成国家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工作，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体

系覆盖率 ９８％。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落实率
１００％。全区共向３９７２人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１４２９万
元；向７４７名特别扶助对象发放５０４７３万元；向２１２４名
农村奖励扶助对象发放１９６９６万元。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均等化服务率９５％；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知识普
及率９５％。基层计划生育机构队伍建设达标率９５％。
创建国家级“仙林大学生青春健康俱乐部”，南京一中

马群分校省级青春健康示范基地建成。

行风管理　加强医疗质量日常监督管理，强化院长
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意识，继续推行医疗责任险和第

三方调解，创建“平安医院”。区质控管理委员会每个

季度开展质控检查工作。通过满意度评价器、政务服务

热线１２３４５、信访投诉等方式，发现和解决群众最关心
的突出问题。调查处理５起信访件，均予以妥善回复；
全区医疗服务满意度评价器共接受评价８４６４万人次，
其中满意８４４８万人次，总体满意度９９８１％；１２３４５共
受理投诉咨询工单２１４件，均在规定时限依法依规妥善
处理。坚持实行月通报制度，对后进单位要求限时

整改。

（刘海明）

雨花台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５日，雨花台区卫生局和雨花
台区计划生育局正式合并为雨花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９８个，其中：政府办医疗卫
生机构 ８个，共有职工 ７１６人，现有卫生技术人员５７５
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人均筹资１０７６元，个人报
销、补助最高 ２１８７万元。居民平均预期寿命 ８２４５
岁，婴儿死亡率２１７‰，孕产妇死亡率连续五年为０，甲
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１２０／１０万以下。

医疗机构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区委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推进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异地改造、搬迁工作；

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期扩容工程全面完成；岱山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立项等工作稳步推进；建成朝

阳西苑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５分钟健康服务圈”进一步
完善。区委、区政府印发《雨花台区关于以“府院合作”

为抓手 加快建设全市一流的健康服务强区的实施意

见》，安排专项资金推动医联体、特色科室、“智慧医疗”

等重点项目建设；区政府与市第一医院签署“府院合

作”共建紧密型医联体协议；规范运行市第一医院骨科

雨花诊疗中心等１０多个医联体，接受“三甲”医院专家
对口支援１５８２人次；雨花医院创“二甲”工作有序推
进；雨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铁心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糖尿病专科、外科、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

眼科等４个科室通过市级基层医疗机构特色科室评估。
顺利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审；举办

糖尿病防治、中医药适宜技术等１０多期专题培训班。
开展“红五月”技能竞赛、“冬季大练兵”活动，共评选出

优胜单位１２个，优秀组织奖８个，技术能手１７个。完
成５５名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和公开招聘工
作；选送 １０多名卫生技术人员到“三甲”医院进修培
训；在基层单位综合目标考核中，加大人才引进、培养等

方面的考核权重，并与经费兑现挂钩；建立全区医务人

员“三基”知识人机对话考试题库，定期考核并实行“一

票否决制”；严格标准，遴选产生１８名省、市级基层骨干
人才。

中医药工作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日，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医政司副司长杨龙会调研该区基层中医药工作。该

区顺利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核评

审。全区共开设１８个名中医工作室、２０个“中医康复
室”。开展中医药人员“三基”知识专训、“红五月”技能

竞赛和“冬季大练兵”等活动，中医药知识培训率

１００％。实施“青苗工程”，注重“师带徒”的传承，加强
继续教育培训，推进中医药医务人员后学历教育，临床

中医师本科学历１００％。全区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牵手南京市中医院等“三甲”医院，开设中医脾胃、烫

伤、肺病、妇科、儿科等１８个特色专病专科。全区已有
中医消化科、中医眼科、中医肛肠科、慢性疼痛康复科、

中医针灸科、医学康复科等９个特色专科创建成为南京
市基层医疗机构特色科室。

卫生监督　全年开展卫生监督检查２４５０余户次，
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平均监督频次３６０％。取缔无证经
营行为２５户次，没收销毁违法经营用品 ７０余千克、
１２００余件，警告、责令整改１２０余户次，立案查处６起。
取缔非法行医１２起，受理移送的非法行医案由６起，实
施联合执法３次，处理“１２３４５”等投诉举报２６起，规范
办结率１００％。全区无公共卫生安全责任事故。完成
区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的标准化、规范化梳理等编制工

作，共编制完成１８３项权责清单，其中行政许可类８个
大项２２个子项，率先完成市、区政府有关权力清单、办
事指南事项的入库录入工作。全年共受理审核５２２家
单位，新发卫生许可证１４３家，复核延续３７９家，及时办
结率１００％。全区“四小”行业卫生许可证、健康证持证
率分别９９％和９７％，通过国家创卫迎复审考核工作。
开展全区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巡回式监督检查

１０４次，监督覆盖率２００％。
疾病控制　２０１６年，全区无甲类传染病发生，共报

告乙类传染病 ９种，总发病数为 ３６１例，发病率为
８９６７／１０万，无死亡病例。查螺面积１２８９万平方米，巩
固灭螺面积２０４万平方米，顺利通过南京市查灭螺考核
验收；累计发放《致沿江村民一封信》１５０００份；推进
“数字血防”信息化建设，率先在全市开展无人机血防

防急感应用演练；全年无血吸虫病急感病例发生；全年

完成疟疾血片８１９张，未发现阳性血片，在南京市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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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病质量互审会上血片考核获得全市三等奖。全年共

管理肺结核患者１１０例，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３２例，复
发涂阳结核病患者７例，耐多药２例。全区各医疗单位
共报告本区疑似肺结核患者１１０例，转诊１１０例，转诊
率１００％；共完成９６例密切接触者筛查，筛查率１００％。
全年ＶＣＴ（艾滋病免费自愿咨询检测）检测咨询共计
８８２人次；对全区新入监入所人员开展艾滋病检测１０１２
人次；开展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累计进入娱乐场所

８５８家次，干预２９５３人次，动员检测３７３人；完成暗娼
人群问卷及采血检测基线调查３７３人份。全区共接种
一类疫苗１２６７０３针次，二类疫苗４２１８８针次。通过省
级卫生应急体系规范化建设达标区评审验收；在全市重

大传染病技能竞赛中以理论、技能竞赛团体第一的成绩

进入决赛，获得团体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社区卫生与妇幼保健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组建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３７支，顺利推进全省“三个一”工程试点
工作，全区重点人群签约１４２３１１人，签约率７０４％，主
要工作经验被《南京快报》专刊报道。铁心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荣获“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称号，该

中心探索实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联盟”模式，被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托幼机构检查覆盖率

１００％，“两癌”检查完成率１００％，艾梅乙检测率１００％，
叶酸发放率 １４０％，住院分娩补助完成率 １００％；年度
“六一”儿童体检率１００％。孕产妇死亡率０，新生儿出
生缺陷发生率 ３１‰，婚检率 ７２９％；婴儿死亡率
２１７‰、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１７‰。

爱国卫生　区爱卫办针对农贸市场、城中村等七大
重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共完成２７８８个问题整改，
包括餐饮服务单位１９４７户和“四小”行业等经营单位
６６７家，３０家在建工地、１０６家复工工地、４条区管河道
（板桥河、工农河、江宁河、南南河）、３１家农贸市场、１３
家重点污染企业、１９７个小区（１２９家有物管，７２家无物
管）、３１个农贸市场、５个城中村。全区１６所旱厕全部
整改到位。签订“门前三包”责任状５９９８份，纠正“门
前三包”违章行为２８８６起，行政处罚２６例。取缔占道
经营行为８００余起；街巷违停有效贴单数共计２０６８８
张；预设了１０个停车管理示范点。全区共补充毒饵宅
６５００余个，灭蝇笼４３００余个。在每月的第一个工作
日进行全区外环境灭蚊蝇药物集中喷洒。全区共建成

健康步道４条，健康社区１１个，健康单位３家，健康学
校１家，健康酒店２家。全区农村二次改水累计完成４６
千米，新增受益人口１３５００人。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评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农民参保率１００％，
参保人数１０３万人。筹资总额１１０８６８万元，实际人
均筹资１０７０元。各医疗机构对上年度参加合作医疗
未补偿人员，按照职工１５０元／人体检标准给予补偿并
建立健康档案，全年体检２６３９人。全年门诊报销８１６
万人次，补偿４２５２８万元 ，住院补偿７９８人次，补偿费
用５２４６４万元。全年获得大病补充保险 ２０人，共计
１３３４万元。

人口与计生服务　推行婚育情况承诺制，对生育两
个及两个以下孩子的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为３６７６
对夫妻进行生育登记服务。新建６个社区级亲子活动
室，为１３～３６月婴幼儿提供免费亲子体验服务６９１５
人次。在西善桥街道启动省级“连心家园‘失独’家庭

关爱行动”项目，对“失独”家庭开展“医养结合”帮扶工

作；在板桥生态园建立市级生育关怀基地，创新“三帮

扶”基地建设模式，被上级部门推荐创建省级生育关怀

基地。建立计生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落实好各项计生

奖励扶助政策，政策兑现率１００％。与全国６３个卫计
部门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管理服务协议书，完成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任务；落实好与区公安分局联合

出台的《雨花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服务管理协

作办法（试行）》，召开各街道计生办负责人与协管员队

长联席会议，共同做好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和绩效考评工

作。推行网上办理《流动人口避孕节育孕检报告单》

《江苏省流动人口一孩生育服务登记证明》及流动人口

电子《婚育证明》业务。

智慧医疗　２０１６年，基本完成区域人口健康信息
平台基础建设，实现区域内各联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数据交换和集中存储；以区级平台为枢纽，促进

公共卫生系统充分运用，并与基层业务系统互联互通。

区人口健康信息平台顺利通过省卫计委测评，并达到三

级以上标准。建成区域心电会诊系统、区域影像会诊系

统和区域临床检验系统，实现电生理数据集中存储、疑

难病例实时会诊。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市中医院

合作探索实施“互联网 ＋中医药”服务；雨花医院与市
第一医院合作探索实施“互联网 ＋临床检验”服务；赛
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浙江乌镇“互联网医院”对

接，设置远程会诊中心。试点应用“社区５８０”“益健康”
家庭医生管理系统，开展家庭医生电子签约和差异化

管理。

（姚欣雅）

江宁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４０２个，开放床位５６８０张，拥有卫技人员７９６４人。全
区每千人拥有执业（含助理）医师２６人、注册护士３３
人。政府对卫生投入１３３４亿元，比２０１５年同期下降
２２７％，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７３９％。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３月成立江宁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全面履行卫生计生职能。成立全区深化

医改工作领导小组。区中医院异地新建债务２４亿元
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化解，江宁医院成功通过三级甲等综

合性医院评审。区公办医疗机构医联体建设全覆盖，省

人民医院与江宁医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区中医院、

市脑科医院与区二院、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汤山、上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医联体；江宁医院与２３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区中医院与上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１０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医疗技术联合体；南京同仁医院与禄口、汤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建立医疗技术联合体，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机制逐步构建。

机构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新增军区总院汤山分
院、逸夫医院两个院前急救站点。区医疗服务中心主体

建设完工并进入内外装修，启动滨江二级医院建设、麒

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和禄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

诊楼建设，区儿童自闭症康复中心和皮防所新址投入使

用，新改扩建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全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省级标准化验收达标率９５６％，服
务站达标率９０４％。放宽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准
入范围，新增１５家民办机构重点投向东山主城以外的
相对薄弱地区。全区２６家养老机构有９家养老机构设
置对内部服务的医疗机构，其余１７家均与周边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教育与科研　举办３个国家级、１１个省级共１４个
Ⅰ类学分项目，培训３１７６人次。举办各类培训教育３１
班次，培训５２３６人，举办国家级“首届国际金陵泌尿系
统结石研究高峰论坛”暨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社区医

院尿路结石诊治的规范化培训”学习班，获得东南大学

远程教育教学管理一等奖。中医医院骨伤科１项科研
课题荣获南京市科委立项；药剂科１项科研课题获南京
药学会立项，获资助资金１万元。２０１６年总计立项科
研课题６项，其中区级科研课题４项。

疾病预防与控制　２０１６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项
目补助标准７２元。全区共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９１１７万
份，常住人口建档率 ７６５２％。建立高血压患者档案
６９８万份，健康管理率 ３４９％；建立糖尿病患者档案
２３３万份，目标人群健康管理率３０３％；登记在册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档案４２４４例，规范管理率９５８％。全年
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１５４７例，法定报告传染病总发病
率控制在１３３５６／１０万。全区共报告、转诊疑似肺结核
病３５０例，报告率和转诊率１００％。全年共为２４３５４名
适龄儿童新建立预防接种档案，以街道为单位接种率

９８％，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省卫计委表彰为江苏省
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完成查螺４２００
万平方米、药物灭螺１０２３８１２８万平方米、血吸虫病查
病１０８９４人次，顺利通过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省级
验收。调查处置学校等人群聚集场所聚集性疫情 ５６
起，及时报告率、及时处置率均１００％。

卫生应急　开展相对较大交通事故医疗救援７起，
处置食源性疾患暴发事件１２起，规范处置传染病预警
信息２５７起，排除２５６起，发现１例预警病例并被诊断
为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调查处置学校聚集性疫
情５７起，及时报告率、及时处置率均１００％。区内４家
二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全部纳入食源性疾病监测医

院管理，共监测调查病例１８５人，进行样品采集１２１份，
检测出１４份阳性样本；共完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
６３份，完成区食品安全城市创建食品抽检任务６１０份；
与南京禄口机场检验检疫局签署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合作备忘录。出动卫生防疫队伍２１３支次、专业人员

７５１人次，发放宣传材料２５３４９份，累计消杀面积１９８
万平方米；在沿江重点地区设立的血防人防岗哨累计宣

传劝阻３９５人、登记涉水人员５６２人，发放血防宣传防
护物资１１７０管（块、份、套）；监测生活饮用水３８７份，经
检测均合格；全区未发生血吸虫病、出血热等汛期及洪

涝灾害常见传染病，未发生传染病暴发疫情及其他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卫生监督　对２０１项行政权力清单标准化，列明办
理依据、受理单位、基本流程、申请所需材料、示范文本、

收费依据及标准、办理期限、咨询方式等，完善“全科

式”窗口服务。开展医疗废弃物专项检查、集中式供水

单位专项检查、预防接种专项检查等专项行动１３起。
行业单位覆盖率１００％，卫生监督抽检样品３２３份，对
８４户次的卫生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调查处理投诉举报
４２起，回复及时率、满意率１００％。

妇幼保健　成功创建“江苏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
示范区”。共建立２１１２３张孕产妇保健手册，辖区共有
孕产妇１７２３２人，活产儿１７４９２人，全区０～６岁儿童
数７７２９６人，０～２岁儿童数２８５７９人，孕产妇健康管理
率９７３％，系统管理率９７３％，孕产妇死亡率０，５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２４６‰，婴儿死亡率１７２‰，新生儿死亡
率０９１‰。完成“两癌”检查２５９万人，项目任务完成
率１０３３％；农村妇女增补叶酸新增发放３３３５人，项目
任务完成率１３３４％。婚前医学检查率９３４７％。

新型合作医疗　全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居民医
保）参加人数４１３万人，人基金标准８８０元，共筹集资
金３６６亿元，区级大病补充保险上不封顶，社区覆盖
率、群众参加率、基金到位率、报销及时率均１００％。全
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２６５８４万人次，最高个人报
销５２３７万元，一级和二级定点医院住院报销比例分别
８５％和７３％，综合补偿率提升至５６％，直接为患病群众
减轻经济负担３６５亿元。

医政管理　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检验、放射、超声
（心电）、病案、院感、护理等方面核心制度落实进行督

查，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全区医疗机构均参加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集中开展医疗废弃物专项检查，处

理率１００％。先后３３次完成女子足球赛和春牛首马拉
松赛等重大活动医疗保障任务，派出医护人员３５２余人
次，车辆１３０余辆次。全区医疗单位门诊６４２４２万人
次（基层４３９２１万人次），比２０１５年同期增长１３３％
（基层增长１３９％）；住院８２３万人次（基层１８２万人
次），比 ２０１５年同期增长 ９８２％；全区业务总收入
１８６９亿元。落实网上采购率 １００％，配送到位率
９９５９％，医用耗材及试剂网上采购覆盖率１００％，全年
基层医疗机构共采购药品金额２４２亿元，较２０１５年同
期２５６亿元下降 ５５２％，其中采购抗菌药物金额
５６３６４４万元，抗菌药物输液处方占抗菌药物处方比例
的３８％。制定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及南京市
基层医疗机构１１种慢病治疗用药等目录。

中医药管理　启动区中医院三级创建和新建门诊
医教研中医康复综合大楼立项，集中设置中医药综合服

·２０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务区，打造中医堂，以横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试

点，各中心均已设置中医科、中药房，配备中医诊疗设备

９６３％，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中医药服务率９５２％（城
区１００％）。组织开展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
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和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活动，为

４１５４９名老年人和２０８３０名儿童提供中医院健康管理
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
省级标准化验收达标率１００％，服务站达标率９０４％。
家庭医生全区重点人群签约 ３７１６９４人，签约率
７３３２％。完善绩效考核办法，产生收支结余的可以提
取４０～６０％用于增加绩效。东山、秣陵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康复医学科、中医科通过市级特色科室验收。

计划生育　全区共完成生育登记８９８６条，录入率
１００％；完成再生育审批２２５例。建成１个区级、１５个街
道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中心，统一名称、标识、功能和宣

传内容，实现２０１个社区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站全覆
盖，建成淳化青龙、谷里周村、江宁牌坊、秣陵秦淮等一

批高标准的社区示范站。全区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金近８４２４万元，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金
１１１９７万元，发放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５６８３万元，发
放一次性奖励金６３３９６万元。建成区级婴幼儿早期发
展指导服务中心２个、街道级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
站９个，社区级亲子活动室７６个，印发科学育儿知识折
页４５万份、《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家庭指导手册》
３３万册，开展亲子活动和免费体验１３６０场次，服务
２６９万人次。开展幸福家庭建设推进月活动，举办“幸
福家庭 绽放汤山”专场文艺演出，新建成横溪西阳人口

文化广场，汤山青林社区幸福家庭人口文化基地，９个
家庭被表彰为南京市幸福家庭，淳化街道被表彰为南京

市幸福家庭建设示范街道。向持有居住证和身份证的

流动人口依法免费提供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项目

技术服务，服务率９５％。全区４个街道１６个社区被抽
中为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样本点，共调查３２０名流动
人口，关爱留守儿童，赠送２２３份“家庭健康保险”。全
员流动人口个案信息入库３０万例，入库人数与年初对
比增长２５％。

卫生信息化建设　制订《江宁区卫生信息平台建
设方案》，与市级卫生信息平台实现医疗卫生相关数据

共享交互。完善以患者为中心、医院信息平台为核心的

“智慧医院”服务系统，依托现有的基层医疗信息系统、

区域ＬＩＳ、区域 ＰＡＣＳ系统、远程会议系统，通过音视频
技术，实现专家在远程实时了解所有基层医疗机构相关

患者的基本情况、检验检查结果，基本实现对区域内居

民全生命周期管理。

爱国卫生　２０１６年，全面推进《建设健康江宁行动
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完成麒麟、湖熟、江宁、谷里、淳
化、横溪６个省级卫生街道的创建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任务。推广普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全区健康支持性环

境覆盖率１００％，健康知识巡讲１０次，新建健康小屋４
个，健康主题公园１个，健康社区２个，健康步道４条，

城乡健康素养水平１６８％，全区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
监测合格率１００％。完成新建农村公厕９０座，全区农
村无害化户厕改厕率９８１４％。

卫生行风建设　创新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体制机
制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

开展“四解四促”下基层和“万名党员带万户”活动，与

淳化街道西城社区实施精准扶贫，局班子成员和局管干

部集中帮扶１４８户困难群众。深入开展“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廉政警

示教育，严格落实党风廉政“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

制度，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推进局纪工委和

局监察室的职能由“大包大揽”向“聚指成拳”转变，完

成自办案件２件。全年局机关公务接待费４５７万元，
较２０１５年４７９再下降５％。局被区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６
年“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先进单位。

（刘世福）

六合区

概况　全区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１９３个，其
中：３家二级医院，１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２５个村级
医疗机构，４家一级民营医院，３９家各类诊所、医务室。
全区共有住院床位１７６９张，卫生技术人员２７５５人，其
中执业医师（含助理）１０８７人，护士９１５人，每千人口
（按六合片７５万人口算）拥有床位２３６张、医师１４５
人、护士１２２人。全区１０９家卫生室达到省级建设标
准，５家村卫生室达标建设通过区级验收。竹镇卫生院
被国家卫计委评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
生院”。瓜埠、马集卫生院被评为“省级示范乡镇卫生

院”，６家卫生室被评为“省级示范卫生室”。冶山卫生
院王祝林荣获全国乡镇卫生院优秀院长称号。金牛湖

卫生院李臣山荣获南京市优秀院长称号。

卫生改革　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实施基本
药物制度，全区基层医疗单位采购基本药物网上订单

８４１３４３万元，实际配送８２０４６１万元，销售８３２９７４
万元（含市代采目录）。区属二级医院采购基本药物

３２８５４５万元，配送３１５０２６万元。区二级医院建立以
预算为导向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控制制度，通过信息

化手段加强量化考核和效果考核，合理拉开收入差距。

７月１日起区二级医院全面停止门诊输注抗菌药物。
南京鼓楼医院与区人民医院、１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要负责人签订了医疗联合体协议，完成区内每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均与省市三级医疗机构建立医联体的工

作目标。南京江北人民医院与区中医院、竹镇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立医联体。鼓楼医院通过派遣专家坐诊、

支持重点专科建设、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疑难病例讨

论、远程影像诊断等技术指导活动，构建分级诊疗就医

新模式。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重点人群签约

１９７万人，签约率 ７６６５％，个性化签约服务居民
５７７５人。

·３０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基础建设　区中医院投资２３亿元，异地新建工程
竣工，建筑面积５１７６９平方米，总投资３亿元，设置床
位４００张，已于 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３０日正式对外服务。马
鞍、冶山、横梁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维修改造工程完

成施工，维修改造面积 １３０００平方米，项目共投资
１３８２万元。

新型合作医疗　新农合人均基金标准提高到８５０
元，其中个人缴纳２３０元。参合人数为４４７０５５万人，
其中１９９９５名低保、五保、民政优抚及重度残疾人员无
障碍免费参保，当年筹资３８亿元。获得万元以上补偿
７０９３人次，单人累计住院补偿最高３１２６万元。区、镇
两级政策范围内补偿比 ８０３７％，住院实际补偿比
６０７８％，高出全市平均水平５个百分点。２０１６年起将
区内救治的重大疾病病种补偿比例提高到７５％，并适
当提高了手术类病种的结算标准。定点救治各类重大

疾病患者１４４４人，总补偿２３７８８９万元，实际补偿比
例８７９％ 。及时开展合作医疗信息系统与省平台的开
发对接工作，并通过省项目组验收。实现在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和长征医院南京分院联网现场结报。自

２０１６年起对选定的１０个手术治疗类病种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实行全免费治疗并适当提高病种价格，已经开

展免费手术８０４例。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１６年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补助资金为人均７２元。累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５７３
万份，居民建档率８４９７％，合格率９４１２％，动态管理
率９４７８％。健康管理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１０３４万人，
管理率７８６％，其中６５岁以上老人７３万人，管理率
８４２７％。全年一类疫苗共接种１１种常规疫苗１３６０４２
针次，基础接种率９８％。二类疫苗共接种１５７１６针次。
全年共报告乙类传染病 １０种 ６５５例，全区共查螺
４００３７６４６万平方米，药物灭螺９０１万平方米，通过了
市药物灭螺质量考核。开展血吸虫病免疫学检查６５３５
人次，血防门诊检测２４６９人。加大艾滋病防控力度，
累计行为干预 ２３９８人次，完成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２７４１１人次。确诊结核病病例２１７例，其中阳性患者８７
例。全区各种慢病患者建档 ７５２４０人。高血压患者
５６３８７人，健康管理率４１４７％。糖尿病患者１８８５３人，
健康管理率３６０２％，随访管理率９８％。管理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１９３５人，同意管理率８７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全区共出动救护车
３６台次、医务人员１５６人次，圆满完成６次区内大型活
动医疗保障任务。２０１６年区卫计局被列为南京市创建
省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区。省卫计委对该区创建省级

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区建设考核评估，成为“省级卫生应

急工作规范县（市、区）”。

妇幼健康服务　总产妇数 ５９０７人，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５８％，无孕产妇死亡，产后
访视率９７８％。７岁以下儿童保健覆盖率９８８％，新生
儿死亡率１８９‰，婴儿死亡率３３４‰，５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４５‰。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４８７‰。完成免
费婚前医学检查９３４８人，婚检率９２％。农村孕产妇住

院分娩补助标准人均５００元，共补助４２５８人，发放补
助资金２２５７８万元。有３２６５名适龄妇女增补叶酸。
完成３５～６４岁农村妇女“两癌”普查２２７２１人，发现乳
腺癌４例、宫颈癌７例、宫颈癌癌前病变７０例。对８１４０
名孕妇和３９３４名产妇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检出梅毒感染孕妇１４人，进行了转诊、治疗和随访。乙
肝表面抗原阳性孕妇３０６人、产妇１３１人，阳性产妇分
娩的１３１名新生儿均进行了阻断预防。

卫生监督　共计出动卫生计生监督人员７９８余人
次，车辆２６７台次，检查“四小”行业５０３２户次，落实整
改２６３家次。对４１所中小学校开展专项检查，组织３３
名监督协管人员培训，各社区卫生监督协管员共协助巡

查８１０次，发现线索１３次，报告线索１３次。检查医疗
机构９６家，打击非法行医３０户次，取缔非法行医９户
次，行政处罚３件，结案３件，立案处罚金额４５０００元，
执行到位 ４５０００元。没收药品４０余件，处理相关投诉
举报２１件，回复率１００％ 。完成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
医院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区级中心建设工作，并通过市

卫计委组织的考核验收。协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处

理一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分别流调６１人，并对样品进
行检测。完成小龙虾横纹肌溶解症疑似病例的监测培

训工作。受理许可 ６４４件，其中新发 ３８７户，复核、变
更、注销、延续、校验２５７户，接受咨询 ８００余人次。

医政管理　全区医疗机构门急诊５４３９６９２人次，
出院１０６２０１人次，手术３１５４８人次。市质控委员会对
区人民医院、中医院各进行一次医疗质量检查。对一级

医疗机构进行４次医疗质量检查，共抽查病历３００份、
处方近８０００张、Ｘ光片３００份，其中住院病历甲级率
７０％。审批设置两个口腔门诊部、３个诊所，一个养老
院医务室，一家门诊部提档升级为一级综合医院。组织

全区医务人员的三基考试及诊疗规范考核。邀请市区

三级医院的专家举办１０次临床专业业务学习讲座，近
２０００人次参与学习。

信息化建设　实施二期区域卫生信息化软件项目
建设，形成五大业务应用于一体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实现在全区１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２６家村卫生室
全覆盖运用。开通社区预约挂号平台，成立医学影像会

诊中心，实现远程会诊２５２９多例。区域卫生信息化软
件项目通过省卫计委专家组验收评估。借助广电数字

电视打造的“健康六合”平台，开启全国在有线电视上

向居民开放健康档案的先例。

社区卫生　２０１６年，全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经费人均７２元，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 ７６６５％ 。
医联体成立后共接诊患者１５万人次，开展妇产科、外
科手术９４例，开展学术活动 ６期，参加管理培训班 ２
期。４家三级医院及３家二级医疗机构对该区１５家基
层医疗机构进行帮扶，有１５３名医师到各个基层机构做
门诊或手术，累计诊疗６０１７人次，开展手术１０３例，为
基层举办讲座２５次，开展业务培训１８６９人次。

爱国卫生　印发工作简报 １８期，开展宣传活动
１０１次，健康教育讲座９８场，宣传报道３６条，健康教育

·４０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宣传折页约４３５万份，横幅２４２条，宣传画３７２０张，宣
传展板２３０块，禁烟标识２６００张。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新建毒饵宅２３２１个，投放诱蝇笼１８００个，累计使用消
杀药水１０５升、鼠药７０２千克、缓蚀剂２９０千克。２０１６
年创建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共计１６家，其中健康社区
５家、健康单位４家、健康单位４家通过市级验收。对
辖区内的５家集中式供水单位、５家二次供水单位进行
监督检查，对农村饮用水进行３６项常规检测，全年共采
集水样１３０份，合格１１９份，水质合格率９１５４％ 。

计划生育　确认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对象７５６２人，确认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９７１人，确
认计划生育一次性奖励对象３７６７人；确认享受计划生
育公益金 ２３２户。发放各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金
２８０３１８万元。为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夫妇免费进
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３０４２对，为育龄妇女进行生殖健
康检查和“两癌”筛查服务２２７万人次。新建５个社区
０～３岁亲子活动室、１个社区人口文化广场。新建省级
“生育关怀”基地１个、市级“青春健康”教育基地２个。
有９个家庭获“南京市幸福家庭”荣誉称号，冶山街道
获“南京市幸福家庭建设示范街道”荣誉称号。新建流

动人口“一会一站”１个，被市卫计委评为示范站。完成
国家卫计委在８个社区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点调
查任务，流动人口计生均等化服务率９５％。实行计划
生育“一票否决”制度，审核拟表彰或推荐单位２６０个
次、个人６３４人次，否决单位１８个、个人１０人。办理一
孩生育登记 ３７０６人、二孩生育登记 ２７４２人，出生
６９３５人，比上年增加１２４６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１００％。
生育三孩及以上实行再生育审批，审批再生育８６例。

（陈　娟）

溧水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２月区卫生局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
局合并，成立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全区有４家二级医
院，有５个局属单位，有５家中心卫生院、３家卫生院、
８３个村卫生室；有３家民营医院、７家民营诊所。全区
总床位１７６５张，比上年增加７０张。全区医疗卫生单
位职工２８０６人，其中高级职称 ２３０人，中级职称 ５８９
人。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４２张。全区医疗机构门急
诊２０５５０万人次，出院６３４万人次。全年业务总收入
９亿元。

党建人事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疾控中心
党支部等２个支部被推荐为区示范点，４名党员被推荐
为“繁星—党员微故事”代表；发展党员１０名，转正党
员１４名；完成局属党（总）支部改选工作。参加医学高
校招聘会６场次，组织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内招聘
４次、编外招聘１次、大学生村医招聘２次；率先在全市
开展校园招聘，共招聘编内人员３８人，编外人员２人；
组织开展大学生村医招聘２次，招聘１９人；协助区中医
院、疾控中心招聘高层次人才８人，区级医院备案制人

员１３１人。完成卫技人员初、中级职称网报审核２７９人
和高级职称实践技能考核网报审核工作９４人。解决了
历史遗留的未注册离岗村医养老补助问题。

党风行风建设　开展违规吃请公款吃喝和严禁收
受礼金礼券购物卡专项督查，接到８起信访举报，查处
８件，涉及８人，其中问责１人，党纪政纪处分２人。建
立领导干部廉政谈话、约谈、问责制度，共约谈各单位班

子成员１４人，开展廉政提醒谈话 ４０人次。严格执行
“九个严禁”“六不准”，专门购置暗访机２台，组织２个
检查组开展明察暗访共２０多次。在全系统开展每季度
抽查８００份病历，查找问题，对开具不合理处方人员进
行延伸检查，共约谈提醒１５名因出现不合理处方的科
室主任，并对严重违反“三合理”处方的２名医生在全
区通报。对在廉政测评中靠后的８名局管干部，由局党
委和纪委进行廉政提醒谈话，对因服务态度、工作责任

心等因素造成的投诉８起责任人给予严肃批评，在全区
范围内进行通报。处理“１２３４５”投诉 ４１４起，办结率
１００％。首次委托第三方通过网络和评委现场评选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十佳医生”、“十佳护士”评选表彰活动。

法制建设与阳光政务　对全系统５８名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人员持有的执法证件进行年检注册登记，清理审

核局行政权力事项清单及法定依据，制订《溧水区卫计

局行政审批服务指南》，向社会公布９项卫生计生行政
审批事项和办理流程。梳理行政处罚１４９项、行政强制
５项、行政征收１项、行政给付７项、行政奖励１６项、行
政确认６项、其他权力８项清单。全年共审批医疗机构
设置许可６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４家，医师资格及执
业注册许可２３人，供水单位卫生许可４家，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２９５家，放射诊疗许可１６家，照顾再生育审批
１４０例。

基础设施建设　区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和永阳卫
生院搬迁改造工程开工建设；区中医院（公卫中心）易

地新建工程主体封顶；白马卫生院、晶桥卫生院总体竣

工；精神病防治院易地新建已确定选址，正在进行前期

准备；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智慧医疗项目开始实施；引
进社会资本办医，设置洪蓝金牛护理院。

医政管理　完成医师执业注册１８人次，变更注册
２０人次；依法办理医疗机构设置许可６所，其中社会资
本办护理院１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３所；对区内２家
民营医院执业不良行为记分并责成其限期整改；每季度

抽查出院病案及在院病历１００余份；配合市卫计委完成
区级医院血透室专项检查，对人员资质、科室设置及流

程等各方面督查指导；组织各镇卫生院对镇村医务人员

开展三基理论及技能培训；规范医疗机构精麻药品的管

理、使用，做到双人双锁、处方签字留样；督促落实首诊

负责制，三级医师查房、会诊、疑难病例讨论、死亡病例

讨论等核心医疗制度；组织开展全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的专项整治，重点加大对民营医院、个体诊所和镇卫生

院的消毒灭菌管理，做到监督检查全覆盖；在全区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建立医疗责任保

险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快速反应机制，调解钝化医患

·５０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矛盾；

医疗专科建设　区人民医院完成普外科、胸外科、
心血管内科、产科、内分泌科、眼科６个市级重点专科建
设；区中医院完成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

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等６个亚专科的建设；东屏
镇卫生院碎石专科通过省基层医疗机构特色科室评审；

和凤中心卫生院中医科通过省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诊疗

馆项目验收。

医联体合作　区人民医院在中大医院的帮助下，开
展颈动脉吻合术、３Ｄ腹腔镜疝修补手术等复杂困难手
术及四维超声检查，改变护理质控的模式，更新与护理

质量管理密切相关的护理常规、制度、流程，更新医学影

像系统，并加入集团医院网络，集团医院内部实现医疗

数据共享。派出中层管理干部、业务技术骨干等轮流到

中大医院进修培训。深化区精神病防治院与南京脑科

医院合作，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溧水分院正式

挂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全区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为
８５０元，其中个人交纳２３０元，省市区镇财政补助６２０
元，共筹集资金 ２１４７亿元；有 ２５２６３７人参保，其中
８２８５名民政救助对象全部无障碍进入，新农合参保率
９９％。全年新农合累计报销１４９７６万人次，累计报销
金额２２亿元，当年资金使用率 １００３％，超支 ５６０万
元。新农合区（镇）两级住院政策补偿比７５９５％、住院
实际补偿比６０３％，区域外住院转诊率１４９７％，个人
最高补偿额１１７２万元。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有１７
家，即时结报点有９３个，已实现区域全覆盖。全区新农
合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１４６７３万人次，报销金额达
１５８亿元，占总报销人次的 ９８％，占总报销金额的
７２％。大病保险保费为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
资总额的５５％，最高可受益１５万元。对全区儿童先
心病等２０种新农合重大疾病对象报销达１９４３人次，
报销金额１２８０４６万元。

基本公共卫生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率
７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９０％；
全区无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率２７２‰，出生缺陷发生
率５‰以下。全区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
３５‰，规范管理率９２４７％。儿童免疫规划规范接种
率１００％。全区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１４５３人，管理率
９５１６％，规范管理人数１４０５人，规范管理率９２４７％，
检出率３５‰。

卫生应急　调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办公
室，制订《２０１６年溧水区卫计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实施方案》，编印《溧水区卫生应急手册》，开展

卫生应急相关培训５次，培训人员８６１人次，培训对象
覆盖率８５％，组织卫生应急演练２次。法定传染病报
告及时、规范、无漏报，开展居民自救互救知识培训

８６５１人次。全年共接到传染病自动预警信息７８条。
基本药物制度　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网上采购基本

药物５０５５万元，同比增加５４８万元，配送到位率９８％。
全区１３家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耗材全部实行网上集中采

购，累计采购各类医用耗材２９８０万元。对医疗机构药
品、耗材采购金额前１０位的产品进行动态监测，分析原
因，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计划生育　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覆盖率
９８％，为１４８５对计划怀孕夫妇免费开展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发放优生知识折页５０００多份，目标任务完成率
及优生知识普及率均１００％。全面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自主知情选择，避孕药具保障供应，综合避孕率、知情选

择率９０％，随访服务率９６％；开展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
测并按要求上报不良事件，在线上报 ４６５例，报告率
１０８１例／百万人口，达每百万人口报告率超６００例先进
标准。全区共办理生育登记４４３９例，其中一孩２３０４
例，二孩２１３５例，再生育审批１４６例。全面兑现各项
奖励扶助政策，全年共发放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

金７６１５４万元，发放计生家庭特别扶助金 ２８５０６万
元；发放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６９６万元；共审核
发放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１１６５人，４１９４万元；计
生公益金１３４户，共２７７万元；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金２６２５３人，共 １５７５１８万元。奖特扶个案录入率
１００％；各类奖扶对象审批档案建档、归档率１００％。将
全区４９周岁以上“失独”老人统一纳入６０岁以上老人
免费体检。

（马骅骝）

高淳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１６５
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３家公立医疗机构５家，乡镇卫
生院８家，民营医院１２家，门诊部、诊所１６家，医务室２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１９家；有卫生单位３家。全区卫
生计生系统事业单位在编职工１３０２人，其中：卫生技
术人员１１７７人。全区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９１７人，
每千人有医师２１８人，注册护士１０７１人，每千人有注
册护士２５５人。全区在岗乡村医生１８８人，有正规学
历１２４人，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含乡镇执业助理医师）
以上执业资质的９９人。全区共有床位１８２１张，每千
人拥有床位 ４２８张，其中政府办医疗机构拥有床位
１４７４张。

疾病预防和控制　２０１６年，高淳区共报告乙类传
染病８种４８２例，死亡７例。发病率１１２３３／１０万，死
亡率１６３／１０万，病死率１４５％。同比２０１５年报告发
病率下降１１３７％，报告死亡率下降０８９％，病死率上
升１１５４％。发病前五顺位为肺结核２００例、梅毒１２２
例、淋病８６例、肝炎３６例、出血热１６例；丙类４种１４４４
例发病率３３６５３／１０万，其中手足口病１４２１例、流行性
腮腺炎２０例、其他感染性腹泻２例、流行性感冒１例。
报告腹泻２００７人次，“０２”检索５４３例无阳性，检索率
２７１５％，占全区人口的１２８‰。外环境、食品采检１０６
份，无霍乱弧菌。处置手足口病１４２１例。报告痰涂阳
肺结核９６例中初治涂阳７０例，非定点机构肺结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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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１００％，本籍肺结核转诊到位率８６９０％，转诊率、追
踪到位率及总体到位率均１００％，筛查涂阳密切接触者
２０４人，筛查率１００％，无活动性肺结核。发现人群聚集
场所散发肺结核４起，发现活动性肺结核５例，预防性
抗结核药品干预福利院院民１２１人。各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３６４１０５份，登记高血压
３３６５６例、糖尿病 ９４６１例，规范化管理率高血压
４３２５％、糖尿病３０％。死因报告审核３４２５例。报告
死亡３４４０例，死亡率７８０‰ 前五位死因为循环系统
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神经系统疾病；

单病种前五位死因脑血管病、心脏病、肺癌、胃癌、肺炎。

网报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恶性肿瘤７７９９
例。２０１６年居民期望寿命 ８０８４岁，其中男性 ７８９４
岁，女性８３１９岁。随访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患者８４例，
失访１例，在访８３例中 ＣＤ４检测率９６４％，结核筛查
率９７６％，抗病毒在治７７例，治疗率９２８％，配偶检测
率９５６５％。自愿免费咨询检测（ＶＣＴ）９６１人，检出
ＨＩＶ阳性８例。检测羁押１６６９人，检出ＨＩＶ阳性１例。
干预暗娼１２７７人次、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２７６人次、
外来务工４０４人次、性病就诊２０４人次，无阳性。免疫
规划督导预防接种门诊９家、覆盖率１００％。冷链配送
疫苗。监测预防接种副反应，报告处置一般副反应６０
起、异常反应１０起，ＡＦＰ监测异地报告４例，适龄儿童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７２％。春季查螺２２３４８９
万平方米，有螺２６４２万平方米，药物灭螺２３０９３万平
方米，环改灭螺１０万平方米。重点环境、水域预警监测
投放哨鼠８０只，血吸虫病感染均阴。预防服药１３１７
人次，无急感病人。血清学查病８３２５人，粪检４０１７人
无阳性。随机定量监测居民户食用盐３００份，碘盐合格
率９５％。血检血片１４０６张无阳性，Ｋａｔｏ－Ｋａｔｚ法监测
肠道蠕虫１０１９人，粪检无阳性。透明胶纸法监测蛲虫
感染２５１人无阳性。室间质控 １２项 ４９个、室内质控
３项均满意。考评 ＨＩＶ快速检测点８家。江苏省疾控
中心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不确定度评定分析报告考核满

意。监测食品安全风险样品４６份、食源性疾病主动监
测１２０例。省环境与健康哨点综合监测 １００户，体检
１００户。监测公共场所３９０６份，合格率９８４９％。体检
从业人员１２１０３人。

卫生应急　及时调整高淳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专家委员会和三支应急处置专业小组成员，加强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和管理，完善卫生应急储备物资

管理。举办卫生应急知识及专业技能培训班１５个，培
训６５０人次；开展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培训，培训救护
员７８７人；开展“六进”活动普及性培训７３９４人；累计
培训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１０４０人。组织全区１４家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控技能竞赛活动，开展

应急救援演练６次，参加演练１６０人次，８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也开展了卫生应急演练。完成防汛抗洪医疗

卫生保障工作，累计设置临时医疗点７个，派出医务人
员５２５人次，诊治服务灾区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１６４２
人次，累计派出卫生防疫队４１支２９６人次，开展消杀面

积４４１万平方米，发放健康宣传材料２２０００份。完成
春运、春节、中高考及政府重大活动卫生安全保障任务

２０余次。
卫生监督　全区共有监管单位１０９８家。共出动

卫生监督员７７０人次，出动执法车辆３５７台次，监督检
查单位２８８９户次，整治公共场所４８１家，检查“四小行
业”３３５户，下达执法意见书８９４份，责令整改１３６户，
持许可证率１００％。完成公共场所建档８０８家，建档率
１００％，监督２５００多户次，监督覆盖率１００％，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持有率９８％。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
级管理制度，住宿、游泳、美容美发、沐浴场所量化分级

单位５７５户，量化分级管理率１００％。开展２０１６年医疗
卫生和传染病防治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 ２次“打
非”专项行动，对全区４４所中小学校开展监督检查，对
３５所中小学校进行综合评价，对３５家幼托机构进行传
染病防治检查，监督覆盖率１００％。２０１６年共审发卫生
许可证３７５户，其中公共场所３５４户、放射诊疗２１户。
全年共立案作出卫生行政处罚２８件，警告２１户，罚款
２３户，罚款金额６４０５万元，没收违法所得０８２８万元。

妇幼保健　全区共有７岁以下儿童２３９６０人，为全
区托幼机构 １１２９９名在园儿童免费体检，体检率
１００％；完成 ２４６５名新入园幼儿体检，检查率 １００％。
幼师体检１０９３人次。全区活产数５１１２人，新生儿访
视５０６９人，新生儿访视率 ９９１６％。开展产前检查
２９１０人次，建卡 ９１５人，地段内建卡 ９９％，产前唐筛
１１００人（包括乡下转诊），无创产前 ＤＮＡ检测１７３人，
产前筛查率９８％；检测艾梅乙９１５人，检测率１００％；管
理高危孕妇 １９８人，高危管理率 １００％，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开展营养宣教１１００余人次，对３１０名孕前和孕
早期农村适龄妇女发放叶酸３９４瓶。２０１６年分娩补助
３７０９人，完成率 １５４％，增补叶酸１５２５人次，完成率
１６７％，农村妇女“两癌”筛查全区实际完成宫颈癌检查
１０４４６人，筛查出宫颈 ＣＩＮ２－３６１人、原位癌８人、浸
润癌５人，乳腺癌检查 １０５２８人，检查出乳腺原位癌
２例、导管癌１例。查治已婚育龄妇女６０５人，查出患
病１０９人，疾病检出率１８％，妇科门诊ＴＣＴ２２５例，ＨＰＶ
２５人次，查阴道镜４０例，宫颈组织病理检查１１例，ＨＰＶ
２７例，结果发现 ＨＰＶ阳性 ６例。全区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孕产妇死亡率０，围产儿死亡率３２４‰，新生儿
出生缺陷发生率１００４‰，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３７２‰，
７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９９２６％，３岁以下儿童系统
管理率９６２２％。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人均筹资８５０元，参
合人数 ３２９万人，参合率稳定在 １００％。累计报销
２２２８８万人次，结报资金２７７３８８９万元（含大病保险
支付 １６１６７３万元），占 ２０１６年筹资总额的 ９８９％。
区、镇两级政策范围内补偿比 ７５６７％（不含大病保
险），全区住院平均实际补偿比（含区外就诊及大病保

险）５７４２％。２４５６名患者按重大疾病保障政策按
７０％—８０％的实际补偿比例直接报销，报销资金
２２１５４４万元。将低保、五保、优抚对象医疗补偿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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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救助纳入新农合信息平台同步结算，累计救助６１８２２
人次，救助资金９７３５２万元。有１３１４名患者享受镇卫
生院起付线外住院费用全报销政策，实际补偿比较正常

住院实际补偿比增加１２４％。实现与江苏省肿瘤医院
等九家医院联网结算。

医政管理　以创建平安医院为工作目标，与成员单
位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组织１１家
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制订《２０１６年镇卫
生院绩效考核方案》，定期组织专家对镇卫生院开展医

疗质量控制工作，引导基层建立有效的三合理（合理检

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控制约束机制；修订《区级医

院绩效考核方案（２０１６版）》，对细则中医疗质量及医疗
安全的财务资金考核作进一步规范。配合局监察室对

不规范使用抗菌药物的医师进行诫勉谈话。完成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中期总结评估工作，新增２个急救医疗分
站，１２０急救调度正式完成接受市急救中心统一调度指
挥交接工作。筹资上交应急救助资金５０万元，完成全
区各类重大活动医疗保障超过１５次，完成２０１６年防汛
期间四个群众安置点及防汛一线医疗保障。组建高淳

区集中消毒供应中心。第二轮挂职院长工作圆满结束，

１６名区级医院科主任在基层共完成带教质控活动６２４
次，培训１５４次，组织团队帮扶 ４２次，完成手术 ６５人
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３项，对基层医院管理提出有效
建议８０多条。２０１６年共受理、接待、调查、处理纠纷６７
人次，５４个案例，其中委托市医学会鉴定１３例，省级医
学会再鉴定１例。

中医药管理　制订《２０１６年高淳区中医药健康管
理服务实施方案》，举办一期中医药公卫项目（老年人

体质辨识）培训班。全区０～３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
服务率 ５８５４％，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
６０３８％，均达到市局年度指标。东坝、古柏中心卫生院
中医馆建设项目成功通过省、市验收；砖墙中心卫生院

创成第五批江苏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东坝中心卫

生院魏多华中医师获得“江苏省农村优秀中医人才”

称号。

爱国卫生　开展广场卫生咨询活动，“５·３１”无烟
日活动，开展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争创工作，全年共完

成市级健康支持性环境单位创建１３家。制订《２０１６年
高淳区农村生活饮用水监测方案》，对监测点在丰水期

和枯水期各进行一次水质监测。在日常重点区域（居

民小区、菜场、饭店、超市等）开展除“四害”工作，２０１６
年共发放灭鼠药１５００千克，粘鼠板１００００张，灭蟑药
２００００包，创卫能１００千克。完成１个省级卫生镇、１９
个省级卫生村创建工作。

智慧医疗建设　２０１６年，高淳区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基本完成，实现对全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信息数据的

采集交换，建立了以药物管理、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绩

效管理、卫生资源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管理平台，与市

级卫生信息平台实现医疗卫生相关数据的共享交互，

２０１６年上传数据量位居南京市各区之首，高淳区平台
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份在江苏省首家接受江苏省卫计委分
级评测。高淳人民医院、高淳中医院建设了集 ＨＩＳ、
ＬＩＳ、ＲＩＳ、ＰＡＣＳ、ＥＭＲ为一体的高度集成的医院信息管
理系统，高淳人民医院推行掌上医院 ＡＰＰ，在江苏省首
家试点医保移动支付功能。为全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镇卫生院服务团队配备无线手持终端及随访检查

设备，可在居民家中为其提供血压、血糖、脉氧、体温、心

电、尿液分析等检查服务，数据通过蓝牙和无线数据传

输直接上传至数据中心，归入居民健康档案。

计划生育　下发《南京市高淳区关于再生育审批
工作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实施办法的通知》，卫生计生政策法规共组织分层次培

训２０次，专题培训 １０次、以会代训 ２０次，参训人数
１２００人次。２０１６年共审批再生育１１２例、生育服务登
记２８４８例、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３０００本，发放
幼儿助学券计生证明４０００多份，办理单位退休人员独
生子女父母加发５％退休金事项１２６例，办理无子女证
明２４例。全区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１１２８７人，发放
奖励扶助金１０５２１６万元；计生家庭特别扶助５４４人，
发放特别扶助金３６３０３７万元；持证退休职工和非从业
人员的“一次性奖励”５８９人，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２１２０４
万元；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节日慰问６５３户，发放慰
问金１３０６万元；计划生育家庭一次性公益金补助７８
人，补助金 １６５万元。各项奖励扶助金共 １６５６７９７
万元，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落实率１００％。全区建成
５个社区（村）级亲子活动室，各镇（街）育婴师专干为
本辖区内开展科学育儿讲座３５期，为１７５０名家长及
监护人提供培训服务；各镇（街）计生办联合社会保育

机构，为１５００名１３～３６个月内婴幼儿及家长开展亲
子互动活动。全区流动人口１２９３９人，其中流入８７３１
人，流出４２０８人。流出育龄妇女１１０７人，其中流入已
婚育龄妇女２３３２人，流动人口服务率９５％。组织淳溪
街道计生技术服务机构人员８次定点提供服务，参加免
费孕环情检查的已婚育龄妇女 ４４５６人次，参检率
９６％，流入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接受免费四项手术２３例。
（周禄兵　邓新保　石　慧　韩为民　杭化栋　张泉水
　　 　陈英英　王小菊　赵　斌　王金霞　刘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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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锡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２３０８ ６５ ２９０ 卫生人员（人） ５８４３４ ３７７３ ６９０
医院（个） １５９ ９ ６００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４７５４９ ２８４２ ６３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个） ８９ ０ ０００ 执业（助理）医师（人） １８１０７ １４７５ ８８７
医疗床位（张） ３９７３２ ２３６６ ６３３ 注册护士（人） ２０５２３ １１８１ ６１１
平均每千人口医疗 ８１７（户籍） ０４ ５１７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 ９．７８（户籍） ０．４８ ５．１６
床位（张） ６．０９（常住） ０．３５ ６．０１ 技术人员（人） ７．２８（常住） ０．４１ ６．０１

人

口

总数（万人） ４８６．２（户籍）
６５２．９（常住）

出生率（‰） ９．２７
死亡率（‰） ６．４６
自然增长率（‰） ２．８１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人） ５１１２．６９
出院总人次（万人） １１６．３３
出院者占用总床日（万日） １０９４．７６
住院患者手术人次（万人） ３２．７４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统计范围调整为大市） ２８２９５２．８９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１８．３９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率（％） ３．２６
卫生系统资产（万元） ２０４９１９６．１３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统计范围调整为大市）
３３３１８．１２

平均每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８５．６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９８１６．４

　　一、规划财务与信息
制订实施“十三五”规划，统筹编制“十三五”区域

卫生、医疗机构设置、卫生人才等４０多个专项规划。落
实投入政策，全年卫生计生财政专项投入共计２８３亿
元，较上年增长 １８３９％。启动公立医院债务化解工
作，实施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财政补助政策，补助资金

１９６亿元，安排民营医疗机构奖补资金２００万元。优
化资源配置，江大附院（市四院）易地建设完成桩基工

程，市五院（传染病医院）易地建设进入收尾，市三院完

成老病房楼改造，市精卫中心新建精神科病房楼投用。

二、政策法规

社会办医规模壮大，配合人大修订《无锡市社会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为社会办医留出足够发展空间，全

市社会医疗机构总数及床位数占比分别达到４１８５％
和２１００％。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承诺件办结时间
由原法定时限平均２６个工作日压缩至１３个工作日，提
速率达５０％，实际办结时间为１０个工作日，二次提速率
达２３％。推行医疗机构准入等重大事项委托市医院协
会第三方技术审核模式。对涉及面广量大的医师执业注

册事项，实行即办工作制度。全年累计受理各类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１１０５２件，同比增加１１０％，未发生超期和投
诉情况。部门规范性文件清理全面完成，涉及文件２万
余件，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１３８件，废止或失效的规范
性文件１０７件，清理结果通过委网站向社会公布。

三、卫生改革

推进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２３家城市

公立医院药占比同比下降５５７％，检验、检查费用占比
保持稳定，市属医院住院均次费用下降８６１元，降幅达
５７３％，门诊均次费用实现零增长，全市个人卫生支出
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降至３０％以下。试点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确定３家公立医院为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建设单
位；启动实施市第二人民医院托管帮扶市第五人民医

院，组建“无锡市普仁医疗集团”和理事会。推进人事

制度改革。会同市编办制订《创新公立医院人员编制

管理的实施意见》，核定公立医院人员总额和备案人员

数，促进人员管理方式向审批管理和备案管理相结合转

变。推进机构改革和设置工作。整合成立市卫生计生

统计信息中心、卫生计生采购与药具管理中心，启动汇

生科技实业总公司改制。

四、卫生应急

加强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有效处置一般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３４起。提升卫生应急处置能力，修订《无锡市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无锡市突发事件医疗救治

应急预案》《无锡市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和《无锡市鼠

疫控制应急预案》。举办“无锡市第九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现场医疗救援培训班”，传染病疫情防控与处置培

训班和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控培训班，开展中东呼吸
综合征疫情应急处置模拟演练和突发饮用水污染事件

卫生应急处置模拟演练。强化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

加强ＳＡＲＳ、鼠疫、人感染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突
发急性传染病的监测、检测工作，开展突发急性传染病、

生活饮用水、中毒、核辐射等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印发

·９０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无锡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月度评估报告》１２期。
落实“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全市医疗卫生机

构人员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率１４２％。
五、疾病预防控制

疾病预防控制持续巩固，全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控制良好，有效处置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等突发疫情，
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覆盖率达到９４４％。精神卫生工
作内涵不断深化，在全省率先设立精神疾病专业防治机

构，建成“心灵家园”社区精神康复示范点９个，探索实
施“医院—社区—家庭协同管理”社区精神康复治疗模

式。全年共为２７０２０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建档，报告
患病率４１１‰，年度增幅１７１％，居全省第一。组织心
理健康知识讲座３００多场次，开办心理健康专栏节目
７０余期，提供心理咨询和干预服务５０００人次。副市长
华博雅应邀出席国际健康城市市长论坛精神卫生分论

坛，交流精神卫生工作。

六、医政医管

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全年新增医疗机构６６家、
病床２３００张、卫技人员３０００名，县域内就诊率９０％。
紧抓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调整完善４０个市级医疗质
控中心组织机构，按规定全面停止二级以上医院门诊患

者静脉输液。新增省级“平安医院”１家，市级“平安医
院”６家。连续５届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称号。
规范设备采购和耗材管理，制订医疗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和医用耗材管理办法。深入推进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市人民医院出院患者满意度名列全省第一。疾病应

急救助制度有效推进，落实资金３６１万元。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有序推进，在区域医联体全覆盖的基础上，新增

中医、妇幼、精神卫生等专科医联体，探索建立预防、诊

断、康复、护理等连续性医疗服务新模式。

七、基层卫生

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全市人均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６１２８元。巩固基层运行新机制，加快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水平动态调控机

制和超出基数部分按比例提取超额劳务基金机制，惠山

区改革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分配经验在第

五届全国基层卫生大会上进行专题交流。转变基层卫

生服务模式，进一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２９１９９
万居民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关系，全市签约服务率

４４８５％。实施社区卫生服务提升工程，建成全国百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家、省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家，新增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４家、省级示范
乡镇卫生院１家、省级示范村卫生室８家。完成一批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提档升级并陆续投入使用。代表江苏

省参加全国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获得团体一

等奖、个人二等奖。

八、妇幼健康服务

适应“全面两孩”政策，全市产科分娩数同比上升

２５０９％，其中市区分娩数同比上升 ３７６５％。妇幼健
康体系建设持续强化，推进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资源整合，成立市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江阴市获评

全国、全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基层妇儿保网底

建设不断加强，产科标准化建设达标率 ７１％，孕产妇
（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现全覆盖，

市级现代化妇儿保门诊建成率９５％。出台《无锡市产
前筛查诊断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三级产前筛查诊断服

务网络。妇幼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范实施，全市完成住

院分娩补助１９０７５人，补助金额５９８２余万元，完成叶
酸增补 ６９４９７人，增补率 ９５８９％，完成乳腺癌筛查
１７３９０２人，宫颈癌筛查１７１８３６人，确诊乳腺癌８５人、
宫颈癌４４人，发现宫颈癌前病变５０４人。全市发现艾
滋病孕产妇４人，跟踪随访梅毒孕产妇１５４人，及时为
２８５２名新生儿免费接种免疫球蛋白，有效实施母婴阻
断。全市孕产妇产前健康管理率９６４％、孕产妇系统
管理率 ９３８８％、产后访视率 ９６８６％、新生儿访视率
９７９１％、７岁以下儿童保健覆盖率９９６２％，全面完成
省级目标任务。

九、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

２０１６年，承担糖果与巧克力中污染物、真菌毒素、
营养强化剂、食品添加剂等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跟

踪评价工作，共计完成生产企业现场调查１３家、样品指
标验证４２件、有效调查问卷２０４份，召开专家咨询会２
次，形成年度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报告，圆满完成跟

踪评价工作。组织食品安全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活动，

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活动６场次。各地通过开设咨
询台、座谈会、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开展

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十、综合监督

完成卫生监督机构“三定”，６个市（县）区卫生监
督所实现参公管理。举办全市卫生计生系统监督员培

训班，卫生监督协管员培训率９５％。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全年检查各类单位２８万余户
次，查处违法案件３５８起，移送司法机关案件１２起，罚
没款１７７９１余万元，取缔非法窝点２０９个。抽检各类
样品（场所）８８７１批次，合格率９７０１％，开展专项稽查
５次。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建立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４家卫生监督所开展试点工作。１份行政处
罚案卷入围全国优秀案卷，５份行政处罚案卷获评全省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优秀案例，９份行政执法微课获评全
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优秀微课。开展“爱国

卫生监督行动年”活动，在全国率先出台《无锡市爱国

卫生监督工作规范（试行）》，得到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

研组充分肯定。推进“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深化年”活

动，全面推开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评价

医疗卫生机构１８８１家，评出优秀单位１５２家，合格单
位１６７５家，重点监督单位５４家，实施率１００％，占全省
的３７８１％。

十一、药政管理

构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完善短缺药品动态监测和

配送保障机制，启动２７９种急救、妇儿药品市级价格谈
判，平均药价降幅２７４８％。５２家基层医疗机构规范增
补基本药物目录外药品７８４种。医疗设备耗材采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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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持续加强，建立市级医疗设备、耗材采购评审专家库，

年内共完成医疗设备集中采购和现场监管５１场次、１８３
个项目，完成采购金额 １０６６３４４万元，节约资金
１７１８７２万元，资金节约率１３８８％。加强医疗机构医
用耗材管理，制订《无锡市卫计委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耗

材管理办法（试行）》。

十二、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依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进一步规范生育登

记和再生育审批工作，全面推行婚育承诺制。全年

共办理生育登记５７８２３件，再生育审批１０５３件，其
中一孩登记 ３３９５９件，二孩登记 ２３８６４件，出生政
策符合率９９％。坚持计划生育目标管理，召开全市
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扩大）会议，向各市

（县）、区政府下达“十三五”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任

务，明确市人口计生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组织开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创

建活动和省“十三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

创建工作。宜兴市、惠山区获评新一轮全国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十三、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全面兑现企业独

生子女退休人员一次性奖励，各级财政补助９４１３２８
万元。修订出台市级计划生育公益金管理办法，惠及符

合条件家庭３４５户。农村计划生育奖扶政策全面落实，
１１４万人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发放
奖扶金９８５９９万元，１０１８８人享受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扶助，发放特别扶助金６７１９１４万元。全面实施
部分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工服务保险制度，全

年参保 ８１２４人，支付保险金 １１２１１万元，当年理赔
１１３１９万元。深入推进幸福家庭建设，举办第二十届
“母亲节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日”广场宣传活

动，召开全市幸福家庭创建工作座谈会，江阴市、宜兴

市、锡山区、惠山区获评省幸福家庭项目县。加强出生

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全面贯彻禁止“两非”规定，常住

人口出生性别比１０８８２。
十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工作，适龄儿

童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率９５％，流动孕妇健康管理
率、产后访视率、新生儿访视率、儿童健康管理率等均超

９０％，流动人口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率１００％。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服务覆盖率９５％，育龄
妇女避孕节育免费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１００％，计划生
育免费技术服务率和免费药具获得率均超１００％。流
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融合两项国家级试点工

作经验获评全国典型案例，先后５次在全国会议上交流
发言。各地打造流动人口卫生计生综合服务平台，为流

动人口提供“一站式”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做法获

国家卫计委推广。做好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工作。

举行流动人口关怀关爱广场宣传服务活动。全年核对

流动人口个案信息１６５３万件。高标准做好２０１６年全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十五、科技教育

创新人才引育机制，设立人才工作专项经费，加大

人才引育工作力度。落实公立医院用人自主权，建立高

端和紧缺型人才招聘绿色通道，实行全年常态化招聘，

市属单位新增博士５５名。加大人才选推力度，新增省
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２个、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１名、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３名，入选省“３３３工
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３人、第三层次培养对象３６人、
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对象７人，５人获市留学归国人
员项目资助，９０人入围省卫生计生委高评委专家库。
启动实施“科教强卫工程”，组织开展省、市“科教强卫

工程”临床医学中心、创新平台（实验室）、重点（发展）

学科、创新团队和各层次人才项目创建，２名杰出人才
培育对象、２个重点学科、４个创新团队、４名省重点人
才、８２名青年人才被确认为省级和省市共建项目，新增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７个。科技创新成果显著，获中华医
学奖二等奖１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等次和数量创历史新高，并获省新技术引进奖４１项、市
腾飞奖１项、市科技进步奖２４项，获国家和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２６项，面上项目取得较大突破。发表 ＳＣＩ收
录论文２１３篇，获国家发明专利１１项。基础人才培养
扎实有效，实施市级骨干师资培训项目，３９２名师资经
省级培训合格持证上岗，确认３７家全科专业基层实践
基地，学员结业考核通过率居全省前列。举办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２５７个，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３６名，
组织乡村医生培训４９２人。

十六、中医药管理

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全市新增省级中医重点

专科５个，获评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２人、全
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２人。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
院多专业一体化诊疗工作经验获全国推广。完善基层

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全市投入建设基层医疗机构省级

中医药综合服务区项目３４个，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１５
个。创新开展“经方进社区 中医大众化”工作，与农工

民主党江苏省委“中医同行”工作组共同举办经方培训

班，在基层医疗机构中推广使用经方３０个。开展第六
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无锡市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

动和“共享中医瑰宝 共创健康无锡”主题中医药文化科

普宣传周活动。全年共开展巡讲活动８９场，参与专家
１０３人次，展出宣传展板３００余块，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８５００余份，覆盖群众１０８９０人次。

十七、纪检监察与职业道德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压实，落实党风廉政责任，修订

完善五项责任清单，构建抓早抓小机制。加强廉政文化

建设，落实谈话函询制度，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专项检查考核。加强全系统行风建设，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行风的要求，聚焦主业，落实行风建设主体责任。

在中央和省、市媒体宣传报道６５０多篇次，推送“健康无
锡手机报”２９期，评选表彰“百名医德之星”和“十大医
德标兵”，８名医护工作者获省“医德之星”称号。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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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工作获得普遍赞誉。第２６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在
受援国积极开展医疗服务和民间外交活动，多次接受受

援国及我国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采访报道。

（朱国富　李　磊　毛枭娇）

【成功完成省内首例 ＤＣＤ捐献心肺联合移植】　２０１６
年９月 １８日，无锡市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
ＤＣＤ器官捐献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翻开器官移植工作
新篇章。２０１６年，市人民医院肺移植手术量达１３６例，
占全国同类手术的７０％，居世界第二，所有供体均来自
志愿捐献。市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探索远程转运供体

工作模式，为我国建立和实施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

道作出了重要贡献，“器官移植捐献移植技术与综合体

系构建”获得无锡市政府 “腾飞奖”。

【全球首例无创胚胎染色体筛查试管婴儿顺利诞生】　
２０１６年 ３月，全球首个接受无创胚胎染色体筛查
（ＮＩＣＳ）的试管婴儿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健康诞生。１０
月，由无锡市妇幼保健院首创的“无创胚胎染色体筛查

技术”研究成果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ＰＮＡＳ》在线发
表，获得世界生殖医学界认可。

梁溪区

机构改革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６日，根据《中共无锡市
委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梁溪区党政机构设置的批
复》（锡委发〔２０１６〕６号），成立梁溪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下辖３家医院、３家公卫机构以及１７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成立独立建制的区妇幼保健所，合并组建区卫

生监督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行政审批事项３个片区实
现通办，落实４９项卫生计生公共服务清单。加强对社
会办医的审批指导和服务，依法开展行政许可，服务对

象满意率９８％。开展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深化年、爱
国卫生活动监督年工作。加强公共场所、学校卫生监督

执法工作，实施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

行动，打击非法行医。探索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开展稽查工作４次，共出动卫生监督员１８３２人次，检
查各类单位１５６３户次；监督抽检公共场所各类用（工）
具２４６件，合格率９８％；查处各类违法行为３７起，立案
处罚３７起，行政约谈３１家。监督检查学校及托幼机构
１７０家，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疾病预防控制　人均期望寿命８２１岁。积极落实
重大传染病防控措施，做好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传染

病发病率稳步下降。制订《梁溪区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三五”行动计划》，落实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工作措施。深化全国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成果，

实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强化慢性病综合管理，高

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７０％和６０％。推进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４２２‰，检出
患者管理率９０％，积极推进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精

神疾病患者“医院—社区—家庭协同管理”治疗康复服

务模式试点工作，完成山北“惠景家园”、江海“七彩家

园”、扬名中心“心灵家园”３个康复示范点建设。规范
化实施免疫接种，计划免疫接种率９５％。

医政医管　与复旦大学合作，制定梁溪区健康服务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启动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

葆元春堂等民营中医医疗机构的中医医联体建设。全

年共完成医疗机构年度校验３６２家，其中１７家单位限
期整改并重新审查。加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输

液条件的门诊部及以下医疗机构抢救室建设。加强医

务人员急救技能培训。辖区内二级医疗机构从７月１
日起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儿科患者除

外）。市二级医院特色专科６个。进一步落实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市八院、口腔医院加入省预约诊疗平台，

达３种以上预约途径，号源开放率 １００％。继续推进
“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全年辖区未发生医疗事故和重

大医疗纠纷事件。

基层卫生　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医学
科获评“省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项目”，

黄巷街道刘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确认为“江苏省家

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建设单位”。广瑞路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获评“２０１６年度无锡市优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推广使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信息系统”。

成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１５３支，完成重点人群签约
１３７万人，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４５％。开展基层卫生
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团队获市级竞赛团队组三等

奖，２人分获市级“全科医疗城市组”和“社区护理组”
第一名、省级竞赛三等奖。建成无锡市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特色科室 １３个。完成门急诊量 ３１６万人次，出院
２１０６６人次。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６１元。

妇幼健康服务　创新妇幼健康服务载体，成立“梁
溪区女职工健康服务中心”，创设“女人花”妇女保健服

务品牌。推进辖区２家医疗机构产科标准化建设，申报
完成９家现代化社区妇儿保门诊建设。落实重大妇幼
卫生服务项目，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３２５７对，Ｂ卡检
查９１８对，孕前风险评估１４３６０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８２６％，０～３岁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７９６％。完成 ２００
份避孕药具公共服务需求调查问卷，３１０个计划生育药
具发放网点信息采集、汇总工作，对５６４家商户开展商
业市场销售国家免费发放药具专项集中检查。

计划生育　依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再生育审批
９９例，生育服务登记８５４３例。坚持计划生育“一票否
决”制，核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代表、党代表婚

育情况２８７０人次。发放计划生育特扶金１５５００７８万
元，发放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奖励资金８６４３６万
元。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档案１６３１户，登记持证退
休职工一次性奖励４７８７人。启动“雨露行动”五年计
划，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流动人口等服务人群。

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常住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１０８。开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和社
会融合两项试点活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率

·２１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９０％。区计生协会开展第二十届“母亲节暨幸福工程
求助贫困母亲活动日”广场宣传活动，中国计生协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开展的国际合作公益项目—青春

健康家长培训项目成功落户梁溪区。

中医药　开展首届“梁溪好中医”评选活动，１０人
获“梁溪好中医”称号。市八院中医肛肠科被确定为省

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开展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中医药项目。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及０～３６个月儿童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覆盖率５０％。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能提供中医药服务，能开展１０项以上基层中医药
适宜技术。１２家中医诊疗区建设单位顺利通过市卫计
委组织的终期评估验收和中期评估检查。启动实施中

医医联体建设，推进中医药参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组

织开展中医药科普宣传，弘扬中医药文化。

科教人才　获国家发明专利２项、省医学新技术引
进一等奖１项。省优秀基层医师１人，省、市基层卫生
骨干人才５８名。１人获全国第五届 ＢＩＴＣ口腔种植大
奖赛种植修复牙列缺损／缺失组金奖。省舒适化口腔治
疗技术培训中心落户无锡口腔医院。“无锡市青少年

脊柱侧凸防治中心”“无锡市慈善总会关爱青少年脊柱

健康基地”落户无锡市康复医院。引进硕士及副高以

上专技人员１９人、事业编制专技人员３８名。无锡市国
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专业基层实践基地６家，依
托临床培训基地１家，公共卫生实践基地１家。

纪检监察　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开展经常性作风
效能明察暗访、患者满意度调查、医德医风考评、办理群

众信访投诉等，严格执行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

和计生系统“两个纪律”规定，逐级签订廉政责任状和

个人承诺书，强化效能问责。组织举行“‘十三五’做

表率 说廉事”微型党课演讲比赛和“传承好家风 弘扬

正能量”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等活动。

（顾静霞　夏　）

锡山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９９个，开放
床位２１３３张，执业（助理）医师１１８１人。平均每千人
口拥有床位３０４张，执业（助理）医师数１６８人，护士
数１７８人。全区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８０９。

卫生改革　成立锡山区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积
极推进医联体建设，以锡山人民医院为核心，成立锡山

人民医院（集团医院），东亭医院挂牌锡山人民医院东

亭分院，锡北人民医院和东港医院合并成立锡山区中医

医院，实现集团医院一体化建设。率先推行居民医保

“联合定点、总额包干”新政策，有效控制居民医疗费

用。以高血压、糖尿病为试点，推动分级诊疗制度框架

形成。深化锡山人民医院和中大医院的合作，锡山人民

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７７项，骨科、妇科、神经内科建
成无锡市二级医院特色专科。深化公立医院医药价格

综合改革，药占比降至３９８３％。巩固基本药物制度。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服务站）共采购基本药物金额

８２６４０８万元。二级医院网上采购基本药物８８５１９４
万元。

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服务　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东港镇卫生院慢病科、羊尖镇卫

生院普外科、锡北镇卫生院眼科、鹅湖镇卫生院口腔科

和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专科创建成市级

特色专科。羊尖镇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授予“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鹅湖镇卫生院创建
成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３家村卫生室创建成省级示
范村卫生室。羊尖镇卫生院基层医疗团队荣获全国基

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一等奖。联合病房

（专科门诊）工作全面推开。每家公立医院与就近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开设专科门诊

９个、医技科室帮扶１个、联合病房４个；赴社区开展查
房１１１次，参与会诊２６３人次，开展义诊诊疗１３００余人
次。实施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以全省第二的成绩通

过省级专项督导考核。完成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

查２６２万人，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２６０８人，财政补助
资金１１８９５万元。扎实推进爱国卫生工作。东港镇通
过国家卫生镇复查，９６个省卫生村通过复查。完成生
态改厕任务１５８６户。建成健康步道９条，健康主题公
园１个，健康小屋１个，健康教育宣传阵地１０个。

疾病预防控制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６１
元／人。全区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８２５／１０万，未出现
疫情蔓延情况。开展艾滋病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中老

年男性人群艾滋病综合防治干预工作和扩大性病就诊

者ＨＩＶ和梅毒检测试点工作。通过省血吸虫病消除达
标评估。巩固慢性非传染性病示范区创建成果，高血

压、糖尿病健康管理率分别为 ４１７４％、２９５１％，在东
北塘街道和羊尖镇试点开展慢性病干预“社区—志愿

者—一体化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３８５‰，
管理率９１６１％。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组织开展
学校病毒性腹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应急演练，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７起。
医政管理　全面推进“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改善人民群众就医感受，扩大分时段预约覆盖

率，提高临床路径管理水平，落实“三合理规范”，控制

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以中医医院建设为契机，大力发

展中医科室建设，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等级医院

创建水平，锡山人民医院通过等级医院评审。持续开展

优质护理工作。成立全区护理质控组，形成由护理质控

组对各二级医院、二级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双层

质控网络，优质护理病房覆盖率１００％。优化急救网络
体系建设，建成鹅湖１２０急救分站。做好２０１６年度卫
生计生公开招聘工作，录用卫技人员１６９人。落实基层
卫生人员培训工作，培训各类人员５９人。积极组织开
展科研项目申报，获省、市立项９项。做好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管理和社区实践基地建设，东北塘、安镇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羊尖镇卫生院被确定社区基地，区

疾控中心被确定公卫基地。

·３１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行政服务　规范行政服务窗口审批工作，缩短办理
时限，提高工作效率，全年共办理许可和政务服务事项

申请５８８８件，行政许可合格率 １００％，编制“责任清
单”，确定具体责任事项１６项。严格落实卫生计生执法
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主

体、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监督员，目前全系统共有卫

生计生执法人员１２４人。深入推进传染病防治卫生监
督行动年工作，开展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

评价工作，加强学校、幼儿园传染病监督管理。组织开

展“锡山区爱国卫生监督行动年”活动，推进爱国卫生

监督。完善《无锡市锡山区打击非法行医举报奖励办

法》，在全区开展“无证非法行医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全年共取缔３４户次，立案调查１４件，移送公安２件。
计划生育　顺利通过“十二五”人口和计划生育终

期评估市级复查。优化整合区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资源，组建锡山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稳妥有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年办理生育服

务登记５７７１人，其中二孩 ２６６８人，再生育审批 １１７
人。因违反生育被立案征收社会抚养费４５人次，征收
社会抚养费６７６５万元。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政策，
及时调整奖励扶助标准，全年发放各类奖励、扶助资金

２９９０万元。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七免一普及”政
策。开展“服务百村千企，你我同行共享”主题活动，为

流动人口提供“七免一普及”服务。打造厚桥街道流动

人口卫生计生综合服务平台，《无锡皮革城万佑颖力儿

童职业梦想体验营》入选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社会融

合活动项目实践分享案例。实行“避孕药具零距离计

划”，安装智能型免费避孕药具发放箱１７台，完成不良
反应监测网络报告４６３例。

信息化与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城乡协同医疗服
务体系与应用项目”各项工作任务，通过省级验收。启

用区域医学影像远程诊断和心电远程会诊，远程放射会

诊１５４万张，心电诊断１９万份。加快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先后启用新锡山人民医院东亭分院、新东亭和东

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锡山人民医院新建工程

改扩建工程进展顺利。

纪检监察　深入推进“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面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各项纪律制度和廉洁自律规

定，狠抓行风建设“九不准”规定落实，开展大型医院巡

查活动，坚决纠正医疗卫生单位不正之风。积极推行廉

政风险预警管理工作，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安镇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李惠兴当选一季度“无锡好人”，７名医疗工作
者当选“无锡市百名医德之星”。

其他　区红十字会全年募集善款１７６８８万元；对
全区各镇（街道）３１１户白血病、尿毒症患者发放救助金
１３５万元；对全区６０户遭遇突发事件困难家庭实施救
助２０４万元。完成无偿献血３０３９人次。

（钱　艳）

惠山区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全面两孩政策平稳实施，强
化各类宣传咨询，让群众准确及时获知“全面两孩”政

策，对特殊情形再生育政策、政策衔接、生育登记服务等

群众关心的问题做好解疑释惑。继续严厉打击非法行

医，查处各类违法案件２８起，罚没款共计２２７９万元；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１０起，取缔各种无证行医场所５０余
家次。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全区共立案１５件，已结案
１１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２件。全年共征收４６２７６９１
元。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按规落实各项行政审批事项，

服务对象满意率达１００％。２０１６年，共受理各类卫生许
可申请８５３件，１００％按要求办结。全区生育登记受理
６３５２例，其中一孩登记受理 ３６３５例，二孩登记受理
２７１７例，通过再生育一孩审批１２５例。

疾病预防控制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１００１７／１０
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３３５１１／１０万。传染病报告率、
报告及时率１００％。共查螺４１７７６１４平方米，完成目
标任务。全区共管理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２００例，其中ＡＩＤＳ
患者７７例，ＨＩＶ感染者１２３例。筛查可疑肺结核患者
２７０２例，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２１８例。落实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措施。推进“社区—志愿者—患

者一体化管理”工作，共招募志愿者１０９名，完成以社区
（村）为单位１００％全覆盖的目标。适龄儿童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９５％以上。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率分别４３８１％和３６７１％。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
测预警和风险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相关信息报告

率、报告及时率和规范处置率均１００％。完成区级卫生
应急培训７次，演练２次。创成“省级卫生应急工作规
范区”。

医政管理　强化二级医院质量管理，开展改善医疗
服务计划，提升患者满意度。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医疗质量管理，不定期对各中心医疗质量进行检

查，落实核心制度和责任追究。完善急救体系建设，建

成惠山区急救分中心，着力打造惠山特色的“７分钟”急
救圈，着力提升我区急诊救治能力。惠山区第二人民医

院、区中医医院搬迁至新址。全年完成义务献血３２０２
人次。深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创建工作，洛社镇杨市卫

生院创成“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惠山区人民医院

《脑室型颅内压探头调控下精准规范治疗双额叶脑挫

裂伤的探讨》、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于互联

网＋的肺康复全程精准管理系统的构建和应用》课题
获得无锡市卫计委面上项目科研立项，同时，区人民医

院５项科研获得市科技局等单位立项。
基层卫生　家庭医生责任制工程进展顺利，累计上

门医疗１４４５人次，特需医疗服务２７６人次。健康爱心
一键通项目强力推进，累计安装“爱心一键通”电话机

１０４２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扎实实施，全区共采购基
药１６５０９万元。全年共计采购医用设备１５６台，采购
投标报价３５９２５万元，实际招标成交价３０７２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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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采购资金５２０４万元。全面实施国家１２类４６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建档率
９８５％。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体检完成率７２４４％，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率４５３％。０～３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
２９６５５人，管理率为９７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出
率４１９‰，患者管理率９２１８％。婴儿死亡率、５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连续多年分别控制在４‰、５‰以下，人均期
望寿命达到８１３４岁以上。全市社区卫生服务第三方
评价综合满意度我区连续三年名列第一。堰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全国社区卫生协会命名为“全国百

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妇幼健康服务　２０１６年共完成婚检１８２４对，婚检
率９６４６％，疾病检出率１６３７％。完成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４８６２人，其中高危率２４１５％，跟踪随访率１００％。
加强妇幼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管理，共实施孕产妇住院分

娩补助３５５６例；增补叶酸免费服药人数为７４９９人；乳
腺癌、宫颈癌筛查分别完成１６７７５人和１６６９１人，均超
计划完成任务。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孕妇数５５１２
例，检测率１００％；为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
９９支，注射率１００％。完成新生儿疾病筛查２１４５例，筛
查率１００％，听力筛查２１３７例，筛查率９９６２％，无确诊
疾病病例。

爱国卫生　推进新一轮城乡环境整洁行动，清除卫
生死角３６５多处，清理垃圾４３８余吨，清理绿化带５０００
多平方米。投放溴鼠灵 ３６００千克，完成 １５个社区
（村）的毒鼠站规范化建设，建成的毒鼠站投药情况抽

检达标率９１％。完成农村生态改厕１５０座。继续建设
健康场所，完成了占地近２万平方米的长安街道长乐健
康主题公园、钱桥晓丰、前洲新洲健康步道建设。积极

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累计下发宣传资料 ６７３３３５
份，入户率１００％。完成健康知识讲座６６８场，直接受
众３４２０２人。积极控制烟草烟雾危害，共开展主题讲
座１４场，直接受众２３６６人，公众咨询活动１０场，发放
宣传材料１６０００份。完成７个无烟单位建设。在无锡
市首轮“第三方暗访”中排名第一。所有医疗卫生机构

１００％达标。
计划生育　全区户籍人口出生４４２６人，计划生育

政策符合率 ９９９２％，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率
９５２％。继续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试点活动，分别在
阳山镇卫生院、钱桥、玉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３个
流动人口卫生计生“一站式”服务平台，不断提高基本

公共卫生、计生均等服务覆盖面。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

综合治理，全区男女性别比１１０１。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８８％，０～６岁儿童保健覆盖率９９８２％。全区药具发
放率９５％以上，应用率１００％，有效率９９％以上，可及率
９０％以上。严格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和社会保障机
制，共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１０５７５人，
金额９８９９０４万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６６５人，金
额４６６８万元；计划生育公益金２９２户，金额１３５万元，
有效提升计生家庭发展能力。开展计生特殊家庭精准

帮扶工作。强力推进人口文化建设，实现了人口文化书

屋、青春期教育中心以及人口文化园“三个全覆盖”。

扎实开展健康家庭建设，共创建１５５户人口文化中心
户，村（社区）人口文化中心户创建率达１００％。惠山区
计划生育协会被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命名为“全国计划

生育协会县级先进单位”。

中医药　惠山区中医医院建成，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启
用，设置床位 ２９８张。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石
塘湾卫生院共投入４４万余元完成中医馆建设。２５名
有中医基础的人员参加市卫计委、市中医药学会组织的

中医经方培训班。区内２家综合医院共有中医床位１５
张，３家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中医综合诊疗
区，８１家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 ４项以上的
中医服务。

纪检监察　落实区委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部署和要求，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及监督责

任落地。实行一把手约谈制度及局领导联系制度，进一

步加强对各下属单位的监管及沟通。签订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和承诺书，深入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

全面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党纪党规、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职业道德相关学习教育、实践活

动近２０次，学习、实践力求知行合一。开展纪委书记党
风廉政建设基层巡回讲课活动。严格执行加强医疗卫

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坚决纠正医疗卫生行业不正

之风。

（刘华毅）

滨湖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滨湖区传染病总发病率 ９８９３／１０
万，孕产妇死亡率０（考核目标≤５／１０万），婴儿死亡率
１７３‰（考核目标≤４‰），完成无偿献血任务２２７９人，
完成率１００％，自愿无偿献血率１００％，出生政策符合率
９９％。辖区内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２８８家，其中：市
级医院６家，区级医院３家，区级公共卫生机构３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１家（包括分中心２家），社区卫生服
务站５２家，民办医院１１家，门诊部３０家，诊所及内设
医疗机构１５９家，其他１２家，共有编制床位９３５７张，在
岗职工 ９９７１名，其中卫技人员 ８０８１名，执业医生
３００６人，注册护士３６６８人。

体制改革　健全工作机制，调整完善以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深化医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公

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履行政府办医职能，出台《滨湖区

综合医改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稳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实

施，区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参与组建市四院、市中医院两

大区域医联体，区中医院与太湖中心建立紧密型医联

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启动无锡市中医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滨湖区中医医院和太湖街道养老中心合作的

康复中心建设工程，开放床位１００张。
政策法规　清理行政许可、处罚权力清单和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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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清单，现行政许可７项，行政处罚 ３４１项，行政征收
１项，行政强制７项，公共服务清单３１项。依法实施行
政许可，新许可医疗机构１９家、公共场所９３家、放射诊
疗９家，行政其他办结事项１４１９件。２份许可案卷分
别获省、市行政许可案卷的评比的三等奖和二等奖。审

核行政处罚案卷２７件，强制执行６件，未发生行政复议
及行政诉讼。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各类事项办理周期平

均提速５０％。组织开展春、秋季学校卫生、生活饮用水
卫生安全和染病防治卫生专项检查，调整打黑思路与方

式，完善基层哨点网络，加强与各街道（镇）、公安部门

的互动协作，对黑诊所做到快打重罚，不留死角，不留隐

患，取缔无证行医窝点３５家。
疾病防治　实施公共卫生“网格化”管理，建立以

全科医生服务团队、社区卫生服务站、网格员为主体的

三级网格，制定工作制度、流程，严格绩效考核机制，分

层次分类别开展公共卫生服务。聘请社区一级网格员

７２９名，配备服务站医生１２６名，组建全科医生团队８０
个，网格化管理覆盖率８０％。协同推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人均补助经费６０元，修订绩效考评办法，
全面完成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区累计建
立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５４万余份，建档率７７４％。６５
岁老年人免费体检５５万人，完成率７０％，高血压、糖
尿病健康管理率分别４０％和３５％，法定甲乙类传染病
共报告７３１例，总发病率为９８９３／１０万。规范开展艾
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和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管理，加大

高危人群筛查力度，扩大艾滋病检测覆盖面，完成各类

ＨＩＶ检测６３６０６人次，阳性２４人。适龄儿童一类疫苗
接种率、０～６岁儿童、孕产妇健康管理率均超９５％。

医政管理　开展基本标准和医疗技术大排查行动，
落实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行动计划。严格血液质量安

全管理，在二级以上医院推进临床互助献血、自体储血、

自体血回输，保障血液安全供应。增加我区院前医疗急

救管理及涉农地区急救网点，５月份正式启用胡埭急救
网点，积极推进马山地区的急救网点建设。批准设置医

疗机构２１家，完成医疗机构变更４１家，校验医疗机构
２６６家；加强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工作，对辖区内无
锡华清医院及无锡曼陀罗美容医院分别计３分和５分
处罚；实施法定代表人约谈制，共约谈９家医疗机构。
规范医疗机构病历书写行为，组织医疗质量、医疗安全、

处方专项检查４次。
中医药工作　蠡湖、荣巷、雪浪和马山等四家中心

确定为中医诊疗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单位并

通过验收。有序开展居民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并按计

划推进。组织“中医药就在你身边”等中医药文化科普

巡讲活动３８场。开展“经方进社区 中医大众化”活动，
组织全区２５名中医师参加市级经方培训班。

社区卫生　实施社区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工程，５个
特色科室建设项目完成市级验收，胡埭镇卫生院中医骨

伤科被评为省级特色科室建设单位。开展“竞技练兵、

三基训练、展现风采”为主题的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

动，选送６名队员参加市级竞赛。谢明获全市全科医疗

（农村）组第一名，代表无锡市参加全省竞赛并荣获全

科医疗（农村）组第一名，并入选省队参加全国技能竞

赛。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按规定程序遴选出

３５名２０１６年度市基层卫生骨干人才，推荐申报省骨干
人才候选对象。严格执行基本药物采购规定，全年完成

基本药物采购金额为９６８９５４万元。
妇幼保健　完成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

心规范化建设，实现妇幼健康信息化管理的提档升级。

推进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代化妇儿保门诊和数字
化儿保叫号门诊建设，任务完成率１００％；完成市六院
产科标准化建设目标，积极开展省级妇儿保和计划生育

门诊规范化创建活动，河埒、蠡湖等５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完成规范化建设，达标率５０％。规范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依法监管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机构和人员依法执业率均１００％，托幼机构卫生
保健合格率９５％；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能力
建设，爱婴医院复核评估率１００％，落实妇幼健康分级
管理制度，进一步控制剖宫产率在４０％以内，规范实施
妇幼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全面完成省、市各项目

标任务；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

均为０。
计划生育服务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开展相关政策

宣传２５场次，发放宣传折页、海报３万余份。制定生育
服务登记和再生育审批工作规范，健全首接负责、婚育

情况承诺、委托办理等便民服务制度１１项，推行网上办
理，再生育审批周期缩短为 １５天。全区再生育审批
１６４件，受理生育服务登记６９０３件，二孩登记２６９１件，
占比３９％。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对９５个单位７７８
人的评先评优、代表委员资格审核把关。联合区民政、

人社部门制订《深化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工作的实

施意见》，调查公益扶助范围，落实联系制度，加大家政

服务、心理疏导等工作措施，开展医疗“绿色通道”服

务。严格计生奖扶兑现，全区共发放计划生育特扶金

６５９４６万元，一次性奖励资金６６５２８万元，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金１０４万元，区级公益金２０６人计６４５万元，
农村奖扶金４０７４人计３２５９２万元。全面开展妇女病
普查项目，服务人次３２２２６人。开展避孕药具不良反
应监测，建立医疗机构药具登记制度，完成网络直报

２１２例，报告率４４２／百万人口。成立滨湖区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滨湖

区加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实施方案》。

为全区居住满半年以上的１０５９０８名流动人口建立电
子健康档案，建档率７０％，居住满３个月的适龄流动儿
童预防接种率９５％。

健康城市建设及爱国卫生　开展现有健康场所建
设“回头看”工作，对已建成健康场所进行维护修补，加

强长效管理。完成２条新增健康步道和马山健康主题
公园建设。开展健康讲座２５０余场、各类咨询义诊活动
１５０余次，受众５０００人次，发放各类健康宣传资料６０
万余份，更新宣传栏１５００余次。完成１００户农村生态
改厕任务和１５个社区（村）毒鼠点规范化建设，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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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鼠点规范化运作率９０％，下发３０００个毒饵盒到各
镇、街道。完成太湖街道糜巷桥社区 ＰＣＯ服务社区试
点方案。

（任晓智　张国军）

新吴区

医政管理　有序推进无锡新瑞医院和无锡凯宜医
院建设。虹桥医院通过二级乙等综合医院复评。批准

设置社会资本举办的护理院 １家，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家。无锡新区康乐年华硕放护理院扩大床位规模至
１００张，五洲中医医院新增床位至５０张。梅村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异地新建。将医联体建设项目列

入区政府民生幸福实事项目，落实经费保障，人民医院

专家“下沉”１６４３人次，居民健康培训及义诊共２３次，
医护人员专业培训３２次；以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试点的医联体内远程医疗初步实现。建立４０个区级专
业质控小组，制定管理办法及考核办法，完善质控工作

运行保障；制订《２０１６年全区医疗机构督查计划》《考核
细则》，开展了医疗质量、病历处方专项点评、传染病防

控专项督查、抗菌药物专项整治和护理院感、手术分级

管理等专项督查。开展省立项课题《基于 ＷＨＯ合理用
药指标的基层合理用药现状分析及对策探索》的研究。

举办管理骨干培训、各类岗位培训、社会医疗机构培训

１１５批次１４５０余人次。
疾病预防与控制　人均期望寿命８２０５。法定报

告传染病发病率６８１７／１０万，报告及时率１００％。适龄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５％。开展血防查螺５０３万
平方米，完成血清查病３１２３人次，粪检５０８人份。完
成疟疾镜检血片１２４１张。目前，辖区内共有４个艾滋
病筛查实验室和７个艾滋病筛查监测点，完成艾滋病筛
查６８４２３人。全年发现并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１８７
例、结核性胸膜炎１６例，发现率９８４２％。高血压、糖尿
病规范管理率分别７６１９％、６３３３％；重性精神病患者
检出率４１９‰，规范管理率９０３６％。继续实施慢性病
“社区—志愿者—患者”一体化管理。完成３０００人脑
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工作。开展居民早期胃癌试点工作。

卫生应急　健全卫生应急体系和组织网络，成立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各应急处置小

组。修订完善《高新区（新吴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和技术规范。强化

应急队伍培训，提高应急工作能力，全年共举办各级各

类培训１４场，培训医务人员８６７名，举办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模拟演练２次。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和技能宣教工
作，共开展集中宣教６次，发放宣传材料１０万余份，组
织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３４
次，接受普及性救护培训６９１１人，提高广大居民的防
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实现群防群控。

社区卫生　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４０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全部完成规范化建设。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完成提档升级。梅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硕放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确认为市区基本医疗能力甲类机构，旺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江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宅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鸿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确认为市区基本医

疗能力乙类机构。梅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分泌科

（糖尿病）确认为市级特色专科建设单位。建立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４６６８４７份，建档率８３３７％。
妇幼保健　出生缺陷发生率３２２‰，婴儿死亡率

２０７‰，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２３５‰。宫颈癌检查
９０２５人、乳腺癌检查９２６８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
助１３１２人，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新增服用５５７４
人，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爱国卫生与健康城市创建　深入开展健康城市、卫
生城市创建工作，建成一家以中医为主题的健康主题公

园，新建健康步道２条，新建健康小屋１个，创建无烟单
位６家；１个村完成省级卫生村复审，１个社区新试点开
展ＰＣＯ专业消杀，１个社区续约；完成２３个社区规范化
灭鼠点建设，全年开展三次除四害消杀专项行动。深入

开展健康宣教工作，爱卫月期间累计橱窗张贴健康教育

海报５４０张，黑板报电子屏８４块，横幅３０条。开展培
训６８次，受益人次１１５００人。洪涝灾害期间，紧急印
制洪涝灾害卫生防治知识折页１０万份，艾滋病日专题
制作宣传动画用于艾滋病防治宣传。

中医药管理　完成省级“中医馆”项目有３个，分
别是鸿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硕放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新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开展“治未

病”体系建设，并列入民生幸福实施项目，启动区级文

化科普和适宜技术推广平台的建设；启动１０个经方的
培训及推广活动；于新泰广场举办了大型中医药体验日

活动，并开展４场社区巡展巡讲活动，以“治未病”服务
体验、中医文化宣传廊展示、中医药知识趣味竞猜、经方

养生科普讲座等多种体验形式，普及中医文化。全区各

医疗机构共开展中医药科普文化巡讲２８次，普及居民
１６７０余人次，向居民免费发放中药香囊、艾灸器具、宣
传材料等特色纪念品９０００余份。

医学科技与教育　落实全科医师与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鼓励基层单位选派业务骨干外出进修学

习，辖区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无锡市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全科专业基层实践基地再认定，与无锡市人民

医院临床培训基地确定为全科专业基地共建关系；１个
科研项目获市科技局立项；组织开展市级继续教育项目

培训班４个；完成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招录工
作，共招录３６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继续落实２０１６年度
卫生人才专项基金奖励政策，奖励金额共计７６万余元。

（王小丁）

江阴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江阴市有医疗卫生机构５８４个，其
中医院、卫生院４５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７个；编制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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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５９０５张，实际开放床位 ８０８０张；卫生技术人员
９４０５人。全市卫生事业经费５４６亿元，占全市财政支
出的２４２％。全市医疗服务门急诊１０３５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３４％；收治住院２９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３６％。
实施２０１６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人均保费
８００元，参合群众５４万人，参合率１００％，近２６１９５万
余人次得到结报补偿，受益面１００％，其中住院结报补
偿９７万人次，结报总金额 ４２亿元，政策性补偿率
８０％，实际补偿率５０％，门诊结报２５０万人次，结报总
金额５８９４万元。市医疗中心建设进展顺利，顾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成投用，建设市妇幼保健院、异地新建

市中医院等重大卫生工程顺利列入市委、市政府１３１０
工程。全市１０７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完成提
档升级建设并通过验收。全面整合全市卫生计生信息

资源，初步建成覆盖全市的区域健康信息平台。陆桥卫

生院被评为全国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
院；中医肝胆医院中医肝病疗法（肝胆疾病中医外治

法）、中医院朱氏诊法（咽喉诊、脐腹诊）列入第四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寿医院周氏妇科

疗法、中医骨伤医院正骨疗法（谢氏正骨疗法）列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市人

民医院、市中医院被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文明
单位；市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市中医院心内科肾内科

病区被评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省卫生计生系统省级青年
文明号；文林卫生院列入江苏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

建设项目；市中医院被评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９江苏省科普教
育基地；周庄镇三房巷世纪花苑村卫生室被评为２０１６
年度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云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

为全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城中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江苏省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建设单位；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被评为江苏省中医

重点专科；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江苏省首批优

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神经外

科、神经内科被评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市急

救中心在江苏省第一届卫生应急院前急救技能大赛团

体优胜奖。江阴市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区），国家级

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市、区）、江苏省人口协调发

展先进县（市、区）、血吸虫病消除达标县（市、区）。璜

土镇、华士镇、新桥镇、周庄镇、长泾镇、顾山镇被评为国

家卫生县城（乡镇）。

医政医管　编制《江阴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组建３个联合病区，建成４个片区医院
重点专科、５个基层医疗机构特色科室建设。大力推进
预约诊疗服务，实现全市挂号微信公众号预约。在全市

二级以上医院实施“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模式改革。构

建分级诊疗制度，以信息化手段推动高血压、糖尿病的

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市人民医院成功建成三级甲等医

院。２０１６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项、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１项、省卫生计生委科研项目２项、无锡市
科技局科研立项２项、无锡市卫生局卫生科技项目１１
项、无锡市基层适宜卫生技术推广项目３项；８家单位

被无锡市卫计委确认为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实践基地。全市１２０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开
展提档升级工作。１２月份共有１０７家服务站（村卫生
室）通过了卫生、人社、财政组织的验收，通过率８９％。

疾病预防控制　累计报告甲乙类传染病 １３种
１６４８例，累计报告发病率９８６５／１０万，较上年同期上
升１１６５％。共报告１１例死亡病例，分别为艾滋病１０
例和肺结核１例。全年共发现登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５４４例，发现５例耐多药肺结核可疑者，耐多药可疑者
培养阳性率８７８８％。完成疟疾血检６５８８人，新发现３
例输入性病例，均得到及时控制。全年共体检１６４５２
人次，发现职业禁忌征３１２人。共受理职业病诊断要求
９６人，诊断职业病６４人，其中尘肺４８人，其他职业病
１６人。“人体脊柱侧凸测量仪”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新开展动物性食品中盐酸克仑特罗等４种常见 β类激
动剂的检测工作，开展水中总磷、总氮、铝、挥发性酚、总

氰化物等项目的流动分析。承担 ６项课题，其中市
（厅）级课题３项，县（局）级课题３项。完成食品和公
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体检９２６７０人次，共发放健康证
明８８７３５份，建议调离工作岗位１９５人次。

卫生监督与管理　依法把好卫生许可关，共审核发
放、注册、变更各类许可证、资格证２１８４件。全面部署
各条线专项检查２６次，各行业监督覆盖率１００％，立案
处罚８２件，到账罚没款２７７５万元。启动并推进爱国
卫生监督行动年活动，开展控烟和病媒生物防制两大专

项检查，对９６户重点场所进行建档。协助市卫计委对
１８６家诊所、门诊部、医务室进行现场校验。督查预防
接种和第二类疫苗使用情况，４１家预防接种单位均符
合规范要求。

妇幼健康服务　完成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机构整
合。全市分娩总人数１８７８３人，活产婴人数１８７４６人，
孕产妇死亡率０，婴儿死亡率２１４‰，新生儿出生缺陷
发生率４６９‰，孕产妇健康管理率９５．１７％，０～６岁儿
童保健管理率９９８６％。全年妇幼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经费２０３３万元（包括中央、省、市补助金），全额拨付各
项目单位确保基本及重大妇幼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

施，投入２３３１７万元用于免费婚孕前健康检查１４１８１
人次，免费婚检率９８１６％。四院、峭岐医院、顾山卫生
院、文林卫生院、河塘医院等五家单位通过无锡产科标

准化建设评审，申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保门诊、顾山

卫生院妇儿保门诊通过无锡市现代化妇儿保门诊建设

评审，同时启动实施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健康

规范化门诊建设。加速推进妇幼信息系统与医院信息

系统整合进程，妇幼信息系统整合一期工程２７家医疗
单位，已有２５家完成孕产妇健康管理模块与 ＨＩＳ系统
整合，二期工程已经进入准备阶段。

爱国卫生与健康城市　启动江阴市第三轮健康城
市建设，明确２０１６年为启动年。璜土镇、璜土村代表全
市接受江苏省级健康镇村建设验收；健康教育和健康促

进工作得到加强；卫生镇村创建成果得到巩固，有１５村
通过省卫生村复审；烟草烟雾控制工作得到提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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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个“无烟单位”；重点加强农村改厕，新建和改建农村
公厕所１００座，完成以接管式为主的生态改厕 １８９０
户，新建成病媒生物防制规范化社区１５个；全年建成健
康小屋１个；新建（提升）健康步道５条，完善提高健康
主题公园２个。

中医工作　市人民医院通过全国综合医院示范中
医科复评考核；中医肝胆医院顺利通过二级中医专科医

院的等次评审，中医骨伤医院顺利通过二级中医专科医

院的定级验收；城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桥卫生院中

医综合诊疗区建成并通过省中医药管理局检查验收；中

医肝胆医院邹逸天获得江苏省第二批名中医传承工作

室建设项目；依托刘鲁明、顾植山、王德明名中医工作

室，在江阴市范围内公开共招录２５名学员跟师学习；全
面推进中医经方在社区卫生工作中的应用和普及，遴选

基层３０名中医人员参加经方培训，做好经方传承。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６年，户籍人口共出生１２４５７人，人

口出生率１００２‰，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９４％。扎实稳
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审

核工作，对１５个批次共计１３８５个单位（个人）进行人
口和计划生育情况审核。受理再生育审批３１４份，发放
《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生育证》３１４份。实行生育服务
登记１３４６４份。

（潘　燕）

宜兴市

概况　全市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５１７个，其中：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１个、三级乙等中医医院１个；二级医
院８个，含肿瘤医院１个、骨科医院１个；康复医院 ２
个；一级医院１７个；民营医院１５个；疗养院１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１８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４２个；编制床位
数４９６３张；医疗设备总价值 ９６９亿元，比上年增加
０８５亿元。基本形成以市级医疗机构为龙头、区中心
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骨干、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基

础、民营医疗机构为补充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全

市有注册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３７０８人，注册护士
３８８８人。全年门（急）诊 ５３０７６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１５３％；收治住院患者 １７７２万人次，床位使用率
９９６５％，分别比上年增长７１６％和５２８％；业务收入
２８３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２６％。全市户籍人口１０８３４
万人，其中男性５３４１万人。全年出生１０１３０人，出生
率８３４‰；死亡８１０８人，死亡率６６７‰；人口自然增长
率１６６‰。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７６％，出生人口性别
比１０７３３。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全年受理公共场所单位卫
生许可申请１０６１户，审核发证７７２张，复核２４０户。监
督抽检各类样品２５１２件，合格２４７９件；现场快速检测
样品１４０５件，合格１４００件。实施行政处罚７８起，申
请强制执行２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１８户。受理各类
投诉举报６５件，办结６５件。２份行政执法微课获全省

卫生监督微课竞赛二等奖。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

务市场秩序。与市公安局、检察院等部门协调，形成非

法行医致人死亡案件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机制。全年受理无证行医举报３６件，办结３０件，查实
无证行医行为１７件，处罚１７件。全年监督检查理发美
容业、住宿业、公共浴室、歌厅酒吧、游泳馆等各类公共

场所单位３４１９户（次）。对全市２２２９户公共场所经营
单位进行量化分级管理。市卫监所作为省卫计委卫生

计生监督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试点单位，创建示范单

位，推行全过程执法信息化记录、行政权力清单工作

“双公示”“双随机”制度，基本实现卫生监督执法全过

程在纸质文书和信息系统包括视频音频同步记录。完

成“宜兴市卫生监督移动执法系统”应用程序（ＡＰＰ）的
研发、测试和使用，结合“户对象二维码”以及便携式打

印机，实现现场执法信息的采集、录入、文书输出及打

印，手持执法终端在现场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

疾病预防控制　全市全年报告法定传染病１６种、
４８０２例，其中：甲类未发生，乙类传染病 １２种、１５６７
例，甲乙类传染病报告率１２２０２／１０万。通过无锡市慢
病网络管理信息系统上报慢五病（高血压、糖尿病、脑

卒中、冠心病、恶性肿瘤）２６３４５例，报告及时率和完整
率９７５８％和 ９９４７％。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１０２４４万份，规范电子档案９３１４万份，规范化电子档
案建档率８１７４％，电子健康档案合格率９０９２％。全
年完成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２５６例，检出阳性６５件，处
理食源性暴发事件５起，采集样品４３２件、２４８６个项
（次）。全年监测中小学环境卫生３４所，完成公共场所
证前监测２２７户，职业诊断７９００人次，确诊各类职业
病２７例。

血吸虫病防治　全年查螺面积２５９０１６万平方米，
查螺用工２５７万个，未发现钉螺。组织环境清理专业
队伍和药物喷洒灭螺专业队伍２０支，对环境较为复杂
的历史有螺条块进行药物喷洒巩固灭螺工作，全市累

计完成巩固灭螺面积３７５７万平方米，环境清理、喷洒
用工９９８６个。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实施张渚镇芙蓉村葛山
菜场历史有螺条块环境改造综合灭螺工程，总计扩大灭

螺面积５６万平方米，项目报批为省血防重点灭螺项
目，累计投入灭螺资金３６６７万元，２０１６年７月通过省
级竣工验收。全面开展血防数字化工作，各镇、村及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结合春季查螺工作，

对全市４１７５个历史有螺环境、可疑钉螺滋生环境开展
经纬度测量，照片拍摄、信息采集等工作，基础调查数据

全部录入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信息管理平台。

艾滋病防控　市疾控中心积极落实艾滋病“四免
一关怀”政策，全市有艾滋病筛查实验室１６个、快速检
测点２０个，全年检测 ＨＩＶ抗体１２９万例（次）。市人
民医院作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艾滋病筛查检

测全人群覆盖率１０％，在管 ＨＩＶ感染者情况良好。进
一步加强对同性恋者、吸毒人员、外来务工等重点人群

的干预力度，全年开展暗娼干预近１万人次，完成国家
暗娼哨点监测任务４００人，重点人群检测近２万人次。

·９１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医政医管　继续开展“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工作，在二级以上医院不断推进预约诊疗，不断改善便

民服务设施，优化就诊流程。二级以上医院全面落实７
月１日前门诊停止静脉使用抗生素，１２月３１日前门诊
停止输液。积极开展等级医院创建，利用 ＰＤＣＡ（计
划—执行—检查—修正）循环理论持续改进医疗质量，

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市人民医院不断优化服

务环节和流程，通过省卫计委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

全年未发生重大恶性群体性医患纠纷事件，调解医患纠

纷１５０余起。
医疗质量管理　建立完善医疗、护理、院感、病历、

药事和药物治疗、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病理８个方面的
质量管理，明确工作职权，定期开展质控活动。部署二

级以上医院７月１日前门诊停止静脉使用抗生素，１２
月３１日前门诊停止输液工作，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均得
到落实。在二级以上医院全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三级

医院探索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ＭＤＴ），开设日间
病房并不断扩展病种。至２０１６年底，市人民医院开展
临床路径病种８５个，入径病例４７４９人次；市中医医院
开展病种４８个，入径病例３６３０个。严格执行省卫计
委《江苏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２０１５
版）》，定期召开药事质控委员会会议，开展处方点评和

抗生素管理质控工作，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药

品收入占业务总收入（不含中药饮片）控制在４０％以
下。全市二级、三级公立医院优质护理服务病房覆盖率

９０％，第三方测评优质护理患者满意度９５％。
医政监督管理　利用年中、年度全面检查和专项质

量检查、夜查房等形式，全面检查全市主要医疗机构的

医疗质量与安全。利用诫勉谈话形式，采取集中谈话与

个别谈话的方式，对存在问题较为严重的单位约谈主要

负责人，全年诫勉谈话５次。委托无锡市医院协会对全
市一级医院、门诊部、个体诊所负责人分３批开展常见
存在问题、依法执业、医疗质量管理、医院感染相关业务

培训，通过考试取得《培训合格证》。对部分一级医院、

门诊部、个体诊所进行一次基本标准的排查与抽查。５
月，对全市医疗机构进行排查与自查，重点是公立医疗

机构是否存在出租或变相出租临床科室、自体免疫细胞

治疗技术临床研究等问题，全市公立医院未发现有承包

出租临床科室现象。与市公安局、检察院等部门协调，

形成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件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

效衔接机制。全年受理无证行医举报 ３６件，办结 ３０
件，查实无证行医行为１７件，处罚１７件。

基层卫生　杨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全国
“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全市建成省示范村卫生室

４个，湖父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医学科、万石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骨科再次被确认为无锡市级特色科室。

全年二级以上医院对口支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２个、
晋升职称前到社区服务的医生９９人。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包个性化服务试点工作，全年重点人群签约服务

３０８８万人、签约率 ８２％，签约对象服务内容知晓率
１００％，服务对象满意率９０％。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被确认为无锡市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５４人、省级基层卫
生骨干人才１１人，获省级基层骨干奖补专项经费１１万
元。组织市社区卫生机构医技人员开展岗位练兵和技

能竞赛，并选拔优秀参赛队员参加无锡市级竞赛。全市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完成门（急）诊１４９８８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 ２％；门诊总收入 ８４１０２８万元，比上年增长
０３１％；销售基本药物６９４８６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门诊均次费用分别为８４元、
５２元。周铁镇、湖父镇、徐舍镇、新建镇、太华镇、西渚
镇、芳桥街道７个国家卫生镇（街道）通过全国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复审，和桥镇西锄村、新街街道陆平村、徐

舍镇潘东村等２３个省卫生村通过省级复审。宜城街
道、新庄街道和徐舍镇各新建健康步道１条，太华镇建
成龙珠湖健康主题公园，宜城街道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建健康小屋１个。在全市开展无烟单位创建活动，宜
兴市保利大剧院有限公司、宜兴市太华山竹文化艺术中

心等４２个单位创建为无烟单位。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
监测工作实现各镇（街道）全覆盖，全年监测饮用水样

品１６４份，水质卫生监测合格率９７６％。
妇幼健康服务　７月，全面实施以购进价为基础的

药品零差率销售，全年药品收入同比下降２０％。严格
执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发放出生医学证明

１１８万张，废证４１张，废证率０３５％。全年无孕产妇
死亡，婴儿死亡率２８５‰，新生儿出生缺陷率３４１‰，
围产儿死亡率３８９‰，新生儿访视率８９８６％，新生儿
疾病筛查率９８３０％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９８０６％，孕产
妇早孕建册率８５８１％，产前健康管理率９０７０％，产后
访视率８９３７％，产前筛查率８４７４％，高危妊娠及体弱
儿规范管理率１００％，孕产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剖宫产
率３９２３％。儿童健康管理率９９００％，儿童系统管理
率９５７７％。将产科标准化建设工作纳入医院年度工
作任务，与医疗机构签订综合目标责任状，接受并通过

无锡市级评审单位８个，标准化产科创建达标率５０％。
３月，市妇幼保健所与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成立妇幼健康
服务联合体。５月，与丁蜀镇、新庄街道等４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签约成立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探索建立分

工合作、分级诊疗、协同发展的妇幼健康服务新模式。

孕产妇保健、０～６岁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助产技
术、产前诊断与产前筛查技术、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新生

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等项目全面实行分级服务。

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　全年农村孕产妇３９５４
人获住院分娩每例５００元补助，全市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孕产妇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项目稳步实
施，全年发放叶酸 １０８５８瓶，目标人群增补叶酸率
９２２８％。通过ＴＣＴ（液基薄层细胞）检查完成宫颈癌初
筛２５６万人次，阴道镜检查２６５６人，宫颈组织病理检
查１３５８人，乳腺癌初筛２５７万人，乳腺Ｂ超检查２５７
万人，乳腺钼靶检查５７９人，确诊宫颈癌７例、乳腺癌１４
例，宫颈癌前病变２７２例，所有病例均得到及时诊治。
全年确诊梅毒孕妇２７例，均得到及时、规范治疗，未发
生梅毒感染新生儿病例；确诊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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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３２８例，均获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率１００％。
围产保健和儿童保健　全年评审围产儿死亡 ３３

例、危重孕产妇１５例、新生儿死亡１１例。孕产妇建卡
１０４万张，检出高危妊娠 ４２４２例，早孕建册率
８５８１％，产后访视率８９３７％，专案管理率１００％，追访
率１００％；０～６岁儿童建卡１０４万例，开展０～６岁儿
童体检 ９８万人次，高危儿检出 ４１５例，体弱儿检出
７３３６例，专案管理率１００％。完成儿童视力筛查３７万
人，筛查率８５５９％，阳性检出率８４０％，所有阳性儿童
均获得矫治。

中医药　确定太华、湖父、新建、杨巷４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展“中医馆”建设，湖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投用并通过省级验收。开展“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

文化科普巡讲活动１００余场（次），授课群众 ８０００余
人。开展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０～３岁儿童
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与指导２项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指
导率４５％。两次全面检查与督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８
个。市中医医院鼓励临床科室使用中药饮片、针灸、推

拿、中药贴敷、换药等中医药方法，病区中医、中药参与

率基本达标，部分手术科室中医参与率７２％；与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成立“全国针灸临床研究

中心宜兴分中心”，运用“醒脑开窍针刺疗法”建立脑

病、针灸、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

计划生育　全市全年办理生育登记８５２４件，其中
二孩生育登记３１５２件，二孩生育登记数量上升；全市
户籍人口出生总数８５３９人，比上年出生总数增加１３２０
人，其中二孩及以上出生数比去年增加８１８人，达３３３３
人。全市以“人人健康，家家幸福”为目标，注重宣传倡

导、利益引导和服务关怀，实现宣传倡导特色化、依法管

理规范化、优生优育全程化、扶助保障满意化、流动人口

服务均等化，重点指标完成、落实党政责任、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等１１项“新国优”创建指标全部达标，并通过无
锡市级复核和省级评审。１２月，宜兴市被国家卫计委
命名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
位”。５７４万妇女参加“两癌”（宫颈癌、乳腺癌）及其
他妇科项目的生殖健康检查。市计划生育指导站门诊

接待８１２０人次，完成各类计生手术２３４８例，解决疑难
手术１５例，施行传统优势服务项目的老年取环术８００
例。全市在册避孕药具使用人员６２７３２人，其中使用
外用避孕药 １３４９人、口服避孕药３８８人、避孕套６０９９５
人，全年依托药管员上门、发放机自助、网络上配送等途

径和方式发放口服避孕药 ２４５６板、外用避孕药８６００
本（盒）、避孕套９８３箱（１９６６万只）、节育环药８００只，
各类药具使用人员均能及时免费得到适合需要的避孕

药具。全市安装各类避孕安全套发放机１６１台，药具发
放逐步转向信息化和自助化方式。流动人口“村建卡、

镇协作、市督查”三级信息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流动

人口网络信息双向协作机制运行有效。至年底，全市流

动人口信息平台数１２７７万人，其中流入１１４８万人、
流出１２９万人；全年清理核对数据信息流入人口２８２
万条、流出人口１５２万条，发送协查信息１５２万条、反
馈协查信息７４０５条，发送避孕节育通报信息１５４３条、
接收信息通报４３９条，流动人口信息提交、接收和反馈
率达９８％。免费提供生殖健康检查６０００人次、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２６８人、计生手术４９０人次、避孕药具２８２９
万份、计生宣传品３２１５万份。

（郭晓唐　吴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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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量

（２０１５年）
数量

（２０１６年）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量

（２０１５年）
数量

（２０１６年）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７６０１ ４５８４ －１７ －０．３７ 卫生人员（人） ７１７３６ ７５９５７ ４２２１ ５．８８
医院（个） １２４ １３１ ７ ５．６５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５１５６７ ５５５２３ ３９５６ ７．６７
床位（张） ４７３４９ ５２２４７ ４２９８ ８．９６ 乡村医生（人） ６６０５ ６３４８ －２５７ －３．８９
医院床位（张） ２４５５２ ３８２２３ ３６７１ １０．６２ 个体开业人员（人） ６７０５ ６７０５ ０ ０．００
平均每千人口

医院床位（张）
３．９９ ４．３９ ０．４０ １０．０３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

技术人员（人）
５．９５ ６．３７ ０．４２ ７．０６

人

口

总数（万人）１０２３．５６１０２３．５６ １６０．６９ １８．６２
出生率（‰）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１ ０．０ ０．００
死亡率（‰） ５．２４ ５．２４ ２．３ ８０．６９
自然增长率（‰） ５．２７ ５．２７ －０．７ －１２．１７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数（万） ６０９９．５０ ６０３９．８４－５９．６６ －０．９８
急诊人数（万） ２８２．７０ ２７２．５５－１０．１５ －３．５９
住院总人次（万） １５８．７０ １７４．１５ １５．４５ ９．７４
出院总人次（万） １５８．５０ １７３．４８ １４．９８ ９．４５

卫

生

费

用

卫生计生财政投入 ５０９５１２．６３１９７８９９
卫生计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５．８７ ３８．９５
卫生计生事业费占财政

支出百分率（％）
２．６２ ２．６３

卫生计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９６７８５８．２
卫生计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６７３７４．１５６９６９７．４２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４５．３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８６９４．９

　　备注：人口数据来源于市统计局人口处，其他数据来源于ｉ＠Ｒｅｐｏｒｔ报表系统。

　　一、医改工作
市医改办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共同推进医改打造具

有“淮海特色”的医改品牌。市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１８８７０万元统筹用于市属公立医院大型医疗设备购置
及基本建设补助、重点学（专）科建设、公立医院离退休

人员经费补助等方面的支出。市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

成立并实质运作，徐州市口腔医院、新沂市人民医院、新

沂市中医院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市深改组专题研

究建立三级公立医院总会计师制度。市东方人民医院、

市传染病医院开展备案管理改革试点，新沂市启动公立

医院编制备案管理，探索建立绩效工资总量动态调整新

机制。开展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

点工作，推行城市区域性医疗保健集团和农村县乡村医

疗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全市共建有医联体２７个；在全
省率先实施由城市三级医院专科对县级医院专科的组

团式精准帮扶模式；在全省率先探索开展高血压、糖尿

病一体化管理分级诊疗改革试点，并获评全市创新三等

奖，市区“两病”患者签约率５８％，经第三方调查，社区
居民签约服务综合满意度８７．５８％，“两病”患者总体
满意度９０．３９％。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１００％的街
道和９８．２％的社区、１００％的乡镇和７０．３％的行政村。
全市１１个地区均实施妇幼健康工作基层首诊制度，建
立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进行专业“对口”帮扶，探索

妇幼健康分工协作、分级诊疗管理新模式。

二、基本药物制度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有利于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药品配备模式初步形成。全市共

集中采购药品６２．３０亿元，其中基本药物１２．１４亿元。
开展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市级价格谈判，药

品价格平均降幅２４．６８％。遴选５家短缺药品监测哨
点，建立药品生产配送企业责任约谈制度。

三、区域性医疗中心

按照市委市政府打造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总体

布局，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布局，市中心医院新城区分院

运行正常，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开发区分院一期工程

投入运行，市一院新院区实现主体工程完工，北区股份

制医院、市中医院门诊楼改造工程被列入全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进行推进。市一院被省卫生计生委确定为三级

甲等医院；市儿童医院被授予“江苏省新生儿危急重症

救治指导中心”和苏北地区唯一的一家省级紧急医学

救援基地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徐医科大附院分别被授

予“江苏省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和“江苏省新生

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成功创建３个国家级“胸痛中
心”、２个国家级“卒中中心”。支持发展社会资本举办
医疗机构，徐矿集团旗下医院完成股份制改制，建设有

专科特色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２３家。
四、医政医管

建成医疗服务综合监管系统并在全省推广，落实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建立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监测平

台。二级医院临床路径入组率６４．０６％，三级医院临床
路径入组率７５．６８％。有２６家医院开展日间手术，共
完成日间手术９３９４例。全年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２２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符合率等主

要质量指标均９８％。全市三级医院实现省级平安医院
的全覆盖。在全省率先建立由１８家公立医院参加的市
级医疗风险互助金制度，筹集资金近１４００万元。徐州
市连续十一届蝉联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荣誉称号。９
名同志被评选为第三届全省十大医德标兵和百名医德

之星。第三方调查显示，２０１６年出院患者综合满意度
９４．７３％。

五、疾病预防控制

１２类４６项项目服务覆盖包括流动人口的全体居
民，人均经费标准提高至５０元。全市累计报告甲乙类
传染病１６种，报告发病８１３２例，报告发病率９３．８１／１０
万，比上年下降１４．３３％。全面落实艾滋病防治“五扩
大、六加强”核心政策，全市已建成确证实验室１家、筛
查实验室８０家、检测点１９５家，检测网络覆盖所有一级
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全年 ＨＩＶ抗体检测１５８．４万人次，
达到全人口数的１８．２７％。累计报告存活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及患者１２１６例，新增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
２５７例。全市１９个国家及省级艾滋病性病哨点，共监
测９２０６人次，检出ＨＩＶ抗体阳性者３１人。完善“三位
一体”的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共发现治管结核患

者３４３５例，完成省下达参考任务数的１０７．３４％，涂阳
肺结核患者１０３５例，涂阳肺结核患者占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总数３０．１３％。丰县、贾汪区、云龙区、鼓楼区及泉
山区通过消除疟疾达标考评，全市实现以县（市、区）为

单位达到消除疟疾标准；睢宁县通过省肠道线虫病达标

考核；新增３７家信息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累计建成
１５６家，约占７５％的门诊建设成信息数字化门诊。全市
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保持在９８％。商业
补充保险接种门诊开展率９０％。累计为７９３４３８９位
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建档率７５％；高血压和糖尿病管理
建档率分别９７．０％、９５．８％。邳州市、贾汪区被命名为
国家级综合防控示范区，鼓楼区、泉山区、睢宁县、沛县、

新沂市、铜山区被命名为省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国

内首创肿瘤信息化管理平台，自行研发使用“徐州市肿

瘤信息化管理系统”，系统全面实现全市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出院肿瘤患者自动登记上报、建档，实现徐州市肿

瘤大数据统计。全市登记建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３７５９９例，全人群检出率０．４１７％，随访管理３４５２９人，
随访管理率９６．９０％。完成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
病学调查点１４００余例调查任务。推进免费为主城区８
岁儿童进行窝沟封闭公共卫生服务，累计筛查近９万名
学生，完成７．５万余人次封闭工作，累计对３０万颗牙齿
实施了窝沟封闭术。市肿瘤医院联合市疾控中心全面

完成国家下达我市城市癌症早诊早治筛查任务。共完

成问卷调查和高危人群评估 １７６４９人，其中高风险
６３５１人，人群癌症高风险率为３５．９９％；完成高危人群
体检４９６０人次，确诊癌症３例，发现早期病变４４６人。
在全国项目总结会上进行经验介绍并对防治结合的肿

瘤防治“徐州模式”进行推广。丰县、睢宁县、鼓楼区正

推进新疾控中心建设，新沂市、沛县疾控中心基本完成

房屋置换改造任务，贾汪区疾控中心已搬入新址大楼。

六、妇幼保健

建成２家县级妇幼保健院，技术资源整合与县级妇
幼保健院规划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市、县两级资源整

合到位率 １００％，新增产科床位 ２９６张、儿科床位 ４２１
张。邳州市荣获“江苏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

（市、区）”称号。

七、学科建设

全市２个医学重点专科、３个创新团队、５名重点人
才、６７名青年人才被列入省“科教强卫工程”；新增４名
省“双创”人才、１２名省“双创”博士，２名“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人员”和２名“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建成１０个市级卫生创新（技术攻关）团队、３个市级专
科（病）诊疗中心、１个院士工作站，落实重点学（专）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财政专项经费１２００万元；新增立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１９５项，共争取项
目资助经费２９７１万元；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１项、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市级科技进步奖等其
他各类奖项１１１项，评选确定１３９项徐州市医学新技术
引进奖。新招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５３１人。承
办学术年会４１６次，共计６７６３０人参加培训。新增省
级临床重点专科１４个，评审市级临床重点专科３６个。

八、基层卫生

全市共争取中央及省级项目１３７个，资金１．０６亿
元，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６８４台。创成１７个国
家级群众满意卫生院、１０个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６０个省
示范村卫生室。云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授予首批

“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改建２８４个卫
生室，全市达到省示范建设标准的村卫生室占１７．７％；
邳州市被推荐在全省基层卫生工作大会上发言交流。

建成省级基层特色科室 １１个、市级基层特色科室 ４１
个。遴选确定基层骨干人才６４０名，省级优秀基层卫生
骨干人才２６０名，争取省级财政专项补助５２０万元。年
内共组织１９４名乡镇卫生院临床医师、４８６名乡村医生
进入６家市级三级综合医院进修基地和７家县级综合
医院进修基地进修。在徐州卫生学校组织落实１５５名
２０１６年农村医学专业定向培养计划，开展基层卫生岗
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在省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九、爱国卫生

新增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４．８万座，全市无害化卫
生户厕普及率８９％。全面推行公共场所控禁烟，组织
开展新一轮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城乡生活饮用水卫

生监测覆盖所有水厂和乡镇。邳州市、新沂市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通过国家级暗访；睢宁县创建成省卫生县城。

全市新增３个省级卫生镇、７３个省级卫生村、１１个市级
卫生镇，１９６个市级卫生村。制订《徐州市健康城市建
设五年规划》。邳州市被命名“江苏省健康促进市”，

全市３４个社区（村）、７８家单位通过省级健康社区
（村）、单位考核验收。新沂市、邳州市通过省病媒生

物先进市复审，睢宁县被命名为“江苏省病媒生物防

制先进县”。

·３２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十、食品安全

全面完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市、县级中心确认工

作，风险监测覆盖所有县（市、区）和二级以上医院。卫

生应急处置１６个乡镇通过市级评估，贾汪区成功创建
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县。全市卫生应急规范县（市）、

区覆盖面８０％。承办苏鲁传染病防控队联合演练，市
儿童医院被命名为省级儿科类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妥

善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９起，完成各类保障任务１５６
车次。共受理１２３２０咨询服务１１０３７人次。

十一、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全市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人数７０５２６２对，占全市
户籍总人口６８．９０‰。在《徐州日报》及时发布启动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权威信息，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积极

为拟生育二孩的夫妇免费终止避孕措施，免费进行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免费提供优生优育随访指导。制订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风险防控、宣传、出生人口监测预警、生育

技术指导、信访等预案，推动全面两孩政策在全市稳妥

实施。

十二、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下发《徐州市整治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实施方案》

和《徐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考核办法》。建立

健全出生人口性别比监测制度、通报制度和约谈制度，

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加大打击“两非”工作力度。

下发关于宣传贯彻《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的通知。落实领导

责任制，签订承诺书，实行有奖举报制度，组织“两非”

关键岗位人员集中进行教育培训。加强与周边省市区

域协作，签订“双向协作协议书”，建立打击“两非”案件

区域协作机制，联手打击“两非”行为。将特别扶助“失

独”家庭列入年度慈善项目工程，协调市慈善总会，安

排主城区“失独”人员进行健康体检。为“失独”人员购

买意外伤害和护工险。开展生育关怀零距离、情暖计生

特困家庭、关爱“失独”家庭行动等系列活动。以评选

“最美家庭”、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关爱女孩行动、新

农村新家庭计划为载体，有力推进幸福家庭建设。

十三、流动人口管理

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导

机制，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系和协会组织

网络，实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免费基本公共服务全覆

盖，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融入全市“１５３０”城
镇化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单位分类属地、政府分级管

理、绩效分档评定、条块分别通报的“四分管理法”。加

强与流出人口集中地区的协作，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互动机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反馈流动人口

信息。

十四、中医中药

实现１０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０％的乡镇卫
生院、９９．６％的社区卫生服务站、９９．３％的村卫生室都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阶段目标；贾汪区、鼓楼区荣获

江苏省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市中心医院通过全国

综合医院中医工作示范单位复审；睢宁县中医院、邳州

市中医院、新沂市中医院被确定为江苏省２０１６年基层
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能力建设单位；市中医院罗玉国、

赵德光获得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

目，市中医院王如侠和孙凤霞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建

设项目被省中医药局评为优秀传承工作室。丰县宋楼

镇中心卫生院、沛县鹿楼镇中心卫生院获得江苏省乡镇

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５３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
中医诊疗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通过省级验

收。连续第６年开展“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康
巡讲活动，举办第四届江苏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

开展中医药健康讲座 １５６场次，直接受益群众 １２万
人次。

十五、卫生计生法治建设

市卫生计生委被评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市普法工
作先进单位”。全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出台贯彻落实

部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

理，做好重大行政处罚听证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放

管服”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卫生计生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编制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９项、行政权力事项办
事指南２０８项。办理许可服务事项１５０１９件，卫生计
生窗口被评为“优质服务窗口”。市及９县（市）区参加
全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试点工作，在管理单位实施

“双随机”抽查方式，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依法执业、

二类疫苗预防接种、美容机构等专项监督检查，开展日

常监督近７万户（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１０８起，罚没
款总额８０．３万元。开展民营医疗机构诚信创建工作，
１２家单位被评为首批诚信（守信）民营医疗机构。

十六、卫生计生宣传

加强典型选树，强化典型宣传，推荐陶明春医生参

加国家和省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市级媒体专栏宣传

“我身边的好医生”６０余人次；强化新闻宣传队伍建设，
全市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发表稿件１３２７篇，省级以上
采用稿件８６篇；刊出《健康徐州》专刊２７期，出版“喜
迎党代会”等特刊６个。强化新媒体建设，组织新闻发
布４次，及时处置舆情，在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微博排行
榜中位列前茅。９家委属单位荣获市级文明单位称号。

（曹同春）

鼓楼区

规划信息与法规　完成鼓楼区“十三五”卫生与健
康规划编制工作。完成卫生计生行政权力网上公示和

信息平台的整理修改，实施动态更新管理。全区７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与市级健康信息平台对接，实现区

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

分级诊疗制度　开展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一体
化管理分级诊疗改革试点，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

立，密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三级医院紧密联合体关

系，全区成立３７个健康管理团队为辖区居民提供签约
服务。上年，全区家庭责任医生签约率８５．１４％；高血

·４２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压签约１５７５８人，签约率和规范化管理率分别５２．１％
和９６％；糖尿病签约５５３３人，签约率和规范化管理率
分别５４．２％和９４．４％。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全区建立电子居民健康档案
１３０８２５户、２４９９４８人，居民建档率８５％；其中６０岁以
上老人建档数６１３０５人，６０岁以上老人建档率１００％；
精神病检出率３．５７‰，管理率９９．３％。居民死亡报告
１２８８人、死亡率４．２１‰；肿瘤报告４０２人、心脑血管报
告７４４人；完成危险因素调查和高危人群评估６５００余
人。环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陶明春医生被评选为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基层医生”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为全市赢得了荣誉。

基本药物制度　基本药物覆盖率１００％。政府办
和非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的基本药物比例分

别９０％、６０％。上年，全区基本药物采购 ２９１５．０２万
元，销售３０８９．１８万元。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
药使用占比８５％，非政府办使用占比６１．５％。

疾病预防控制　上年，全区甲、乙类传染病１０种，
报告发病 ５６４例，发病率 ９３．６４／１０万，同比减少
２１１１％；适龄儿童预防接种始终保持在９９％。艾滋病
新增报告率、肺结核发病率进一步下降，慢性病防控任

务各项管理指标均达到年度考核要求，通过省级消除疟

疾达标考核。

综合监督与卫生应急　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监
督检查７２家，公共场所 ３８家，开展二次供水检测 ６４
家，学校饮用水检测６６次。上年立案调查 ６户，结案
５户，罚款１４０００元，强制执行１户，公告１户。开展卫
生应急工作规范化建设，完善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信息以及救灾防病信息报告系统，实现疫情应急

报告的动态性、实时性和网络化管理。

妇幼保健服务　挂牌成立鼓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完成区妇保所部分职能转换。开展妇幼健

康优质服务示范创建活动。上年，全区孕产妇死亡率为

０，新生儿出生缺陷率 ２．２１‰；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１８７‰。免费婚前体检２２７８对，婚检率９３．４７％；发放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５０１人２５．０５万元，进度完成
率２０８．７５％；发放叶酸４９４人份１４８２盒，进度完成率
１５９．３５％；完成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任务 ５００２
人，完成率１００．０４％。

医疗质量管理　加强医疗核心制度建设，落实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４０条措施。加强特色专科能力建
设，规范合理用药。鼓楼、铜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

科、糖尿病专科被评为市级特色专科。开展医疗机构依

法执业检查１８７家，办理医师多点执业１５人。深化平
安医院创建工作，上年共受理投诉举报１２件。

中医药工作　组织开展第六届 “中医药就在你身
边”中医药健康巡讲活动，大力普及中医药文化和中医

健康保健知识，上年全区７个中心和９０％的社区卫生
服务站、村卫生室均能提供中医药或中医适宜技术服

务。１２月份，被省卫生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评为江苏
省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医养融合工作　加快推进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鼓励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实现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卫生健康服务有机对接。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医疗、护理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

以家庭病床、家庭医生签约为主要形式，与老年人家庭

建立医疗契约关系。全区有８家街道养老机构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直接或协议实现医养融合。上年，全

区建立家庭病床１００１张。
计划生育工作　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全区办理

生育登记３３４５例，办理再生育审批４６例，出生政策符
合率９８．１２％，出生统计准确率９５．１５％。完成国家平
台、省平台出生信息及妇女生育等７类信息核查修改任
务计１３７９６２条。与新沂市签署留守儿童健康关爱长
期合作协议，以“心手相牵、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留

守儿童健康关爱行动。全年发放特扶金２５６．６６万元，
“两非”案件立案１５起，结案 １５起，完成案件积分 ２１
分。全区出生人口性别比９９．０４。流动人口生育登记、
电子婚育证明全面开展。通过省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督查评估验收。

文明城市创建　开展文明行业和文明单位创建工
作，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明察暗

访、专项督查。巩固创卫成果，深入宣传健康素养 ６６
条，全面强化控烟宣传活动和监管，推进机关和公共场

所控烟工作。上年全区投入消杀经费２１万余元，投放
灭鼠诱饵 ６吨。鼓楼区卫生计生委被评为江苏省文明
单位。

党建及党风廉政工作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活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明确责任任务，把思想政

治建设、查摆突出问题贯穿始终。落实周、月学习制度，

坚持学用结合，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

题。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

责任，落实“一岗双责”。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和省市区委“十项规定”，集中开展党员干部系列廉

政教育活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接受

党内监督。

（李同庆）

云龙区

医改工作　全区共销售基本药物２９８２万元，为群
众减少药品费用支出１３４２万元。“两病”一体化管理
分级诊疗累计签约２９９５９人，全程规范管理２７４６２人，
规范管理率９１．６７％。４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
装使用区域影像、区域检验系统，检查检验结果共享。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在新城区规划设置审批蝶梦、昆仑、

星尚城３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引进和平妇产医院、徐州
久怡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已正式运营。

医政医管　完成医疗机构新设置４家，换证３８家，
校验６５家，变更和迁址１５家，注销９家，医疗机构标准
化建设水平达标率９５％。实施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

·５２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筹措１００余万元建设规范化中
医诊疗区。组织医院感染管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培

训、口腔诊疗科目等培训５场次５００余人次。
疾病预防与控制　筹资８０万元建立“智能化”健

康体检系统和疫苗接种监控系统，配备疫苗冷链专用运

输车１辆，为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配备冷藏柜、桌
面小冰箱、冷链运输箱２６台。法定传染病及时报告率、
疫情规范处置率均 １００％，１１种疫苗接种合格率均
９５％。完成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工作，总计筛查出癌
症高危者１９７３人次，组织体检１１６５人。全区数字化
预防接种门诊建成达标率１００％。获江苏省计划免疫
工作先进集体、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徐

州市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先进集体。

卫生监督　实行执法过程全记录、执法对象双随
机、执法内容双公开，受理案件１７４件，移送公安机关
１件，立案处罚１７３件（公共场所类 １２１件、医疗类 ５１
件、消毒产品类１件），罚没款人民币１２０．８５万元。

妇幼保健　全区无孕产妇死亡，妇女儿童各项健康
指标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共为孕产妇建卡５４２２份；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２２８１对，婚检率 ９３．７５％；免费为
６５１名农村妇女实施孕前期和孕早期增补叶酸项目；新
生儿疾病筛查５４７９人，产前筛查数５１６４人；“两癌”筛
查 ５０００名农村适龄妇女；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
１０６１人，补助金额 ５３．０５万元；新生儿登记数 １２６２９
人，出生证签发数１２６２９人，及时签发率１００％。建成
“徐州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信息平台”，被评为江

苏省孕前检查室间质控“全优”单位。

社区卫生　落实１２类４５项服务项目，开展上门服
务１１．３万人次、惠民服务１２．５万人次，累计建立居民
健康档２９．３万份，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
７３万份，高血压患者健康档案３．８４万份，糖尿病患者
健康档案１．４４万份，规范管理率均９５％，居民家庭责
任医生签约率６０％。代表徐州市参加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省级考核获得“优秀”等次。

爱国卫生　落实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下发督查
通报１２期，健康教育展板５００张。开展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工作，建成健康小屋 １０个，开展宣传活动 ２２０
次，巡讲１２０场，印制、发放《居民健康素养指导手册》
４万册。开展创建“无吸烟单位”工作。加强病媒生物
防制，对１８３０处重点场所宣传教育、专业培训、督导整
治，清除四害滋生地２５８８处，组织药物灭杀１８６次，完
善“四害”防治设施４０００处。

卫生行风建设　公开权力清单，网上公开８类１８０
项。培训执法人员２２人，１１人新办理行政执法证。云
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获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文明
单位称号文明单位。

计划生育　执行 “一票否决”制度，在干部推荐、选
拔、任用中，计生审核１０２人次，单位评先审核７７次，党
代表资格审核２１２人，个人评先审核２４５人次，非公有
制经济企业政协代表审核１１３人次。发放生育服务证
４６４１份，完成再生育审批７１件。采集出生信息４６９５

条，核准率９０％，政策符合率９８％。依法征收社会抚养
费，征收５６例，征收金额２２０万元。被评为全国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与有关省县、区２０多个签订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双向协作协议书。与安徽萧

县建立了安徽宿州市萧县驻江苏省徐州市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服务管理工作站，建立全省首家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跨省区域协作服务中心。成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

会７３个。开展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核实流动人口信息
３万余条。以“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活动
为抓手，实施“‘失独’家庭关怀工程”，建立和完善“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在各养老服务机构设

立“健康医疗室”派驻全科团队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出

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５００人享受计划
生育奖扶，３４１人享受特扶，总计发放奖特扶金近 ２７０
万元，为１９２名“失独”人员办理国寿团体意外伤害、补
充医疗、住院定额等商业保险。承办江苏省“纪念中国

计划生育协会成立３６周年暨共享云幸福—关怀贫困母
亲大型公益活动”。云龙区被评为江苏省幸福家庭创

建先进单位，周长芝家庭荣获国家首批“全国幸福家

庭”称号。

（李　殷）

贾汪区

卫生改革　贾汪区人民医院开展法人治理结构改
革试点，推行公开招聘、备案管理和人员聘用制度。贾

汪区人民医院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组建紧密型医

联体。完善落实基本药物制度各项政策措施，加强药品

采购、配送、使用监管。零差率销售药物１．７２亿元，让
利群众３４６０万元。区卫生信息化平台与市平台实现
了互联互通，开展“网络医院”建设试点。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严格依
法行政。深化“放管服”改革，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

审批医疗机构２家，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４６户。
推进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加强生活饮用

水、学校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等监督工作。开展医

疗卫生机构依法执业、二类疫苗预防接种等专项监督检

查，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２６起。
疾病预防控制　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传染病发病

率控制在１７０／１０万以下。江庄镇卫生院、夏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创建成市级数字信息化预防接种门诊。开

展心血管病早期筛查和综合干预项目，完成初筛１２００２
人，高危筛查３０００人。举办首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
大奖赛。

卫生应急　苏皖鲁豫四省卫生应急合作框架协议
签字仪式暨苏鲁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联合演练

在贾汪成功举行。开展卫生应急大比武大练兵活动，举

办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应急处置模拟演练。贾汪区创

建成“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区”。

医政医管　实施医疗质量提升工程，开展病例质量

·６２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检查和处方点评、医疗核心制度执行、急诊能力建设、手

术分级管理、医疗安全防范、优质护理等专项行动，推动

医疗核心制度常态化落实。制定《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贾
汪区卫生系统重点专科建设实施方案》，贾汪区人民医

院中医科、新生儿科被评为市临床重点专科，汴塘镇中

心卫生院内分泌科被评为省乡镇卫生院特色科室。贾

汪区人民医院公开招聘１名学科带头人、２名副高级以
上职称医师、９名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和１２２名医学类本
科毕业生。在徐州卫生学校实施２０名农村医学专业定
向培养计划，补充乡村医生队伍。开展“三基本”学习

培训和业务考核活动，举办业务讲座１５期，培训医务人
员１６００余人次。

基层卫生　新农合筹资标准５４５元，区、镇两级政
策范围内住院补偿比８４．１５％。参合农民３５．３７万人，
实现农村人口全覆盖。累计补偿金额２．５４亿元，补偿
农民１９６．２５万人次，其中补偿金额在１万元以上３８９４
人次，补偿金额最高３４．５４万元。全面实行农村重大疾
病保障和新农合大病保险制度。全面落实１２类４６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现全区人口全覆盖，人均补

助经费提高到５０元。贾汪区人民医院新址竣工投入使
用，新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使用，江庄镇卫生院新

址完成搬迁。全区新（改、扩）建 ３０所标准化村卫生
室，创建成１２个省级示范村卫生室。大吴中心卫生院、
青山泉镇中心卫生院创建成“国家级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

妇幼健康服务　实施“妇幼保健强基工程”和“母
婴保健工程”，全区规范化妇幼保健门诊和基本产科达

标率 １００％，示范产科建成率 ８０％。落实三级预防措
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９５％，产
前筛查率５０％。开展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增服
叶酸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缺陷、“两癌”筛查和孕产妇艾

滋病、乙肝、梅毒综合防治工作。

计划生育　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稳妥有序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全年办理二孩生育服务证３５５２户，再
生育审批５５户。开展关爱女孩和圆梦女孩志愿活动，
强化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建立完善部门联合执法

和区域协作机制，严厉打击“两非”行为。贾汪区出生

人口性别比下降至１１５．６。大力实施计生关爱服务，免
费发放各类避孕药具２８万余份，孕环监测４７９２例，免
费手术１７５５例。全区孕检覆盖率９５％，婚检率９０％。
建立区、镇、村三级网络机构，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

流动人口服务率９６％。深入开展幸福家庭创建活动，
“榴园医养服务中心”为国家卫计委表彰的“敬老文明

号”候选单位。全年兑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奖励扶

助金、公益救助金等２４７万元，各项奖励优惠政策兑现
率１００％。

中医中药　加强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建设，彰显中医
药文化，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汴塘镇中

心卫生院中医科被评为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贾

汪区创建成“省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爱国卫生　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加强医疗

卫生机构环境秩序整治，强化健康教育和控烟工作。全

区创建成１个省级卫生镇、９个省级卫生村和６个市级
卫生村。加大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监督力度，实现

监测监督全覆盖。

纪检监察　开展挺纪在前“五大行动”和“廉政风
险防范管理”活动，严格执行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建立

健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强化医德医

风考核监督。推进“三好一满意”“争创人民满意医院，

争做人民满意医生”活动，狠抓“九不准”、“五严禁”等

制度落实，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鹿　涛）

泉山区

社区卫生　优化全区医疗资源布局。重点加强西
部城区的医疗资源配置，区政府与市一院签订“城西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协议”。规范实施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人均经费标准提高至５０元。对非政府办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每年两次对

基本公共卫生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面进行Ｐｈｉｓ系统升级改造。引导和指导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特色科室建设，西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泰

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和康复科、永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科、和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等成为

群众欢迎口碑良好的特色医疗服务项目。区政府出台

《泉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内容涵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１０大项，进一步规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综合管理。

医改工作　坚持改善医疗优质资源，引导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动对接市三级医疗机构，组建医疗联合

体。开展“强基工程”培训，落实省全科医生特岗计划、

基层骨干医生培训等政策。以“两病”一体化管理分级

诊疗为突破口，５家市公立医院４０名“两病”专科医生
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推动“两病”一体化管

理分级诊疗工作的有序开展。

医政医管　切实加强医疗机构的准入和执业行为
监管，严格依法、规范设置审批医疗机构。开展持续性、

经常性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医疗广告整治、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医疗废物、超范围经营等专项整治行动。开展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平安医院创建等活动，规范处

置医患纠纷１０起。建立了“一卡、一平台、十项优质服
务”的外来企业家就医服务平台。纳入健康管理２１２０
人，定期开展健康讲座和医疗专家进企业义诊活动。

卫生监督　加强卫生监督队伍执法能力建设，严格
行政审批，强化医疗服务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

行为。启动公共场所卫生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积极参

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对全区“四小”行业开展拉网式

监督检查，评选“四小”行业示范店２０家。受理各类投
诉举报案件３２起，均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案件办结率
１００％。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４５件，没收违法所得１．３

·７２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万元，罚款１２．３万元。
疾病预防控制　全面落实综合性防治措施，急性传

染病和重大传染病等各项指标均落实在有效范围之内，

全区累计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１０种，发病１６７例，无暴发
性疫情发生。落实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做好病

人／感染者的随访和抗病毒治疗工作。建成数字化计免
门诊１３家，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率９５％。抓好结核病、
慢性病防治重点项目落实。加强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

全区无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滋事、肇事肇祸案

（事）件发生。

妇幼保健　参与市、区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建设，
提升妇幼健康服务体系运行质量和整体效益。加强妇

幼健康规范化门诊建设，健全妇幼健康服务网络，规范

妇幼健康执业行为。有序推进四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孕产妇死亡率、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出生缺陷
发生率均在省定标准以下。规范婚前、孕前、孕产期和

新生儿保健服务，全面落实出生缺陷的综合防治措施，

免费婚检率９０％，孕检覆盖率 ９５％，新生儿三病筛查
率９５％。

爱国卫生　围绕全国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目标，做到任务、责任人、工作要求、完成时限

“四明确”，对辖区 ３１２家医疗卫生单位、１６３０家“四
小”行业、１５６家二次供水单位的环境卫生、宣传氛围、
服务规范等进行拉网式督导，针对存在问题强化整改落

实。加强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治、病媒生物防治、控烟等

工作，完善毒饵站、诱蝇笼等“四害”防治设施，全面展

开消杀灭蚊蝇等各项工作。促进各项爱国卫生管理制

度化、规范化、长效化。

健康惠民　制定以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为重点
的考核方案，提高家庭病床服务水平。引入“互联网 ＋
家庭病床”项目，推出全市首张“互联网 ＋家庭病床”，
并实行市场化运作。家庭病床年收治家庭病床患者

２８７６例，超过辖区人口的４‰。优化提升全区１５家健
康小屋服务能力，组织辖区居民到健康小屋进行免费健

康体检，累计体检１８万余人次。组织建档立卡低收入
人口、“失独”家庭人员、失地农民、企业家（纳税大户）

等服务对象参加免费体检１．２６万人次。
计划生育　稳妥推进“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共办

理生育服务证６４８９件。依法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
理使用。各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兑现率均１００％。精
简和规范再生育办理程序，缩短审批时限，审批再生育

１００件。充分利用互联网、报刊等渠道加强宣传引导，
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出生人口平稳，全区出生人口政

策符合率９９％。开展底数清理清查，精准服务管理流
动人口。开展关怀关爱行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实现全覆盖，流动

人口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率１００％，孕产妇和儿童
保健管理率１００％，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免费服务目标人
群覆盖率１０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受到省督导评估
组的肯定。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质量评估，该区

以０误差率在全国县总误差率排名中列第一位。开展

创建幸福家庭示范社区活动，评选表彰１４个示范社区，
全区２０％的社区达到幸福家庭建设示范社区。滨湖花
园社区成为国家“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

目试点，居民的活动知晓率和家庭参与率超过 ９０％。
先后推出“惠民小屋发放惠民包”“互联网＋家庭病床”
的“医养结合”工作模式、健康小屋自助检测等新家庭

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徐州市卫生计生委在

泉山区召开全市现场会，总结推广项目建设经验和

做法。

中医中药　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中药
房、煎药房基础建设和配备必需的中医诊疗设备，中医

药综合服务区设置比例逐年提升，全区１００％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卫生计生宣传　强化新闻宣传工作，《新华日报》
《徐州日报》及各类网络媒体，先后报道该区健康惠民、

幸福家庭等方面的工作。全年发表稿件２２５篇。组织
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全科团队”“最美社区医生”

“医德之星”“十佳社区护士”“身边好医生”等评选活

动，涌现了“江苏省最美接种医生”李巍、市党代表谭

华、市十佳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全科团队—梁言松团队等

先进典型。

（王辞海）

铜山区

新农合　２０１６年人均筹资 ５４５元，其中个人 １２０
元、各级财政补助４２５元，全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人员共１１２．８７万人，筹集基金６１１４１．９０万元，参合率
１００％，实现参合全覆盖。２０１６年全年补偿人次４０５．３０
万人，补偿总额８０７９９．７０万元。

基本药物制度　全区医疗机构优先配备使用基本
药物，有利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药品配备模式初步

形成。２０１６年，药品零差率销售 １．２０亿元，零售价
２４０亿元，让利１．２０亿元，让利率５０％。

基层卫生　开展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
提档升级，郑集、棠张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评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新验收省
示范乡镇卫生院２家（柳新镇、刘集镇卫生院），新验收
省示范村卫生室１０家（刘集镇东风、柳新镇马楼、茅村
镇檀山、茅村镇大庄、利国镇西李、伊庄镇白塔、伊庄镇

路山、房村镇尚王、张集镇二陈、棠张镇刘庄村卫生

室）。大彭镇卫生院中医（康复医学专业）、大许镇中心

卫生院泌尿外科申报为江苏省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特色科室。提档建设６１家村卫生室。
妇幼保健　结合省、市有关签约工作新要求，制订

《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

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责任，规范签约服务内容，构建

三位一体的签约服务体系，建立三级联动的签约服务机

制，强化三医联动政策支持力度。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设计了基础服务包、优孕优育包、儿童保健包、老年保健

·８２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包、健康体检包、慢病服务包、特需服务包，形成涵盖基

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和个性化签约服务内容的各类包

型。认真落实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农村妇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项目圆满完成补助指标。母婴保健专项技术

服务机构和人员持证执业率１０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及孕产妇保健管理率均９５％；孕产妇死亡率０；农村产
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

爱国卫生　完成农村改厕３０００户任务。开展饮
用水检测监督安全工作，全区共有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

１０７家，持有有效卫生许可证８５家。二次供水８家；共
设置１０８个农村水质监测点，监测覆盖率１００％。城市
饮用水监测点１２个，检测覆盖率１００％。全区有３个省
级促进试点：省级健康促进村柳新镇新桥村、省级健康

促进社区三堡街道、省级健康促进医院铜山中医院。充

分利用爱国卫生月、健康教育宣传月、世界无烟日和巩

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城市创建等活动，开展

健康教育宣传、禁烟等大型活动。开展健康环境改善整

治重点场所 １５５处；开展宣传活动 ２９次，受众人数
１３０００余人次。

医政医管　对１５家乡镇卫生院及保健院进行不定
期医疗、护理质量、院感检查，组织审核辖区内各医疗机

构１９１人参加执业医师报名考试，完成执业医师注册
９０人，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９期，共培训人员７００
余人。完成中高考及卫生教育部门招生医疗保障工作。

组织开展第１０５个“５·１２”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组织
科普讲座、咨询，走进社区、家庭、学校、养老机构、护理

院等，健康咨询约 ３０００人，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约
４００００张。

疾病预防控制　对３５例新发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
调查，及时流调率１００％。经过艾滋病治疗专家会诊，
对４７名患者实施免费抗病毒治疗。将结核病防治工作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并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数字化门诊的改造，全区接种门

诊均达到规范化接种门诊的要求，累计建成２０个数字
化门诊投入运转。不断加强慢病防治工作规范化建设。

协助国家项目办并完成第４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协助省项目办开展完成辖区内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共

１４００多人样本的口腔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和问卷调查
工作。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建立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相
适应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考核体系，引导基层由管

理向服务转变。继续把计划生育纳入区对村直接考核，

推动基层理性抓好工作。幸福家庭建设不断深化。结

合“５·８”母亲节，“５·２９”协会纪念日，在全区全面开
展“幸福谱就和谐曲，携手共建幸福家”为主题的爱心

公益活动。组织开展“寻找幸福家庭”“自强不息好母

亲”评选活动，全区共评选出幸福家庭典型４８户，自强
不息好母亲典型 １００名。全区共投保 １１．２０万元，为
“失独”父母、０～１８周岁孤女、留守儿童及部分独生子
女分别办理保险。规范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

免费婚检工作。完成婚孕前健康检查１１６００余例。做

好奖励扶助工作，为符合条件的对象发放奖励金、扶助

金、救助金共计５１１．０６万元。为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年满４０周岁的，减免农村合作医
疗个人缴纳每人１２０元，累计退费３７４万元。

法治建设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卫生计
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编制行政权力事项办事指南２１０
项，推进行政权力依法、公开、规范、高效运行。开展深

化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治理行动，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全区

医疗市场秩序、遏制和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开展了

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专项监督检查、辖区内餐具集中消毒单位专项监督检查

等活动。

（接中镇　贺广雷）

经济技术开发区

创建工作　按照市、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任务部
署，积极开展医疗卫生行业及四小行业创文督导，加大

检查力度，统一制作下发创文制度、牌匾、宣传资料，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专题宣传培训活动，

提高医疗卫生和四小行业人员知晓率，积极发展志愿者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顺利通过省、市创文工作明察

暗访。按照创卫工作要求，不间断开展创卫督导检查，

通报工作进展，掌握工作动态，安排布置创卫工作。对

市级创卫督导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整改到位。

医改工作　依托铜山区享受新农合优惠政策，全区
共参保１４．２７万人，达到涉农人口的９８％，共筹集资金
７７７７万元。７家基层医疗机构和６２家村卫生室继续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按５０元／人／年标准落实基本药物
补助资金，已拨付经费１３２２万元，按照人均５０元标准
拨付公共卫生经费１２３６万元，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稳定
运行；下拨卫生室基药补助资金１８７万元，下拨乡村医
生养老保障资金２５７万元。

社区卫生　开展护士节技能竞赛、社区卫生服务示
范全科团队评比等区级岗位练兵活动。在全市举办的

“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中获得团体第二，个

人一等奖和二等奖；在“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

能竞赛”中朱刚医师获城市全科医疗个人竞赛一等奖，

并被授予“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基层卫生技能标兵”“江苏省
五一创新能手”荣誉称号。在全市举办的社区卫生服

务十佳全科团队竞赛中，共有３支全科团队荣获“十佳
全科团队”称号。

签约服务　全年高血压、糖尿病签约率４２％，共有
３２个健康管理团队签约高血压患者１１９１１人，糖尿病
患者３２１４人，高血压签约率 ４３．５％，糖尿病签约率
４２２％。指导咨询１２０２７１余人次，上门服务８２１４人
次；徐医附院、市肿瘤医院、市中心医院专科医生累计坐

诊２９７人次，门诊诊疗９４４人次。
卫生监督　制订《开发区卫生监督所综合管理制

度》；举办２０余次业务培训，培训卫生监督员约２００人

·９２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次；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职业病防治

法》《传染病防治法》、控烟知识等专项宣传活动；对医

疗市场进行专项整顿，取缔１０个非法行医窝点；检查各
级各类学校２２家；开展２次生活饮用水专项监督检查
工作；检查放射诊疗单位７家，对３家存在问题的单位
下达整改意见书，并要求立即整改；强化公共场所管理，

全年共组织专项督查９次，参加区级综合督查５次，扎
实推进 “双创”工作；组织人员学习《行政许可法》，配

合审批局将涉及的３大项许可项目进行梳理，选派优秀
许可工作人员进驻服务大厅办公，实现资料验收和现场

验收两分开，简化办事流程，办理时限缩短至５日，全年
共受理卫生许可１８９件，复核６５件；联合安监局、建设
局等相关部门对区内建筑单位、企业进行职业病宣传及

防护工作督查，保护劳动者健康；创新区、镇（办）、村三

级卫生监督协管模式，做好全区卫生监督协管工作的业

务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

疾病预防控制　管理甲乙类传染病 １３种共 １９６
例；设置腹泻病门诊７个，共登记腹泻患者３４７０例，完
成检索病例６５３例，检索率１８．８２％；建成数字化门诊５
家，１１种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５％，报告处理副反应
６８例，报告疑似麻疹病例１３例，确诊１例；新发现７例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２４名治疗患者做病毒载量检测，
检测率１００％；规范处置徐庄镇时楼幼儿园流感疫情；
冷链预警监测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全区完成投保儿童

３７４人，投保率８．６８％；开展“结核病、寨卡病毒预防、预
防接种、碘缺乏、夏秋季肠道疾病防治、手足口病、全国

爱牙日、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艾滋病”等重点卫生

防病知识的宣传、讲座和义诊活动３０余次，制作展板
２００余块，发放宣传材料３万余份；区级疾控微信平台
受众不断增加。全区健康档案建档２５．８１万份，建档率
９４．９９％（指标要求７０％），高血压档案３７５７３人，管理
３００１２人；累计发现糖尿病患者１１５３９人，建立糖尿病
档案８７３６人，管理８２５５人；累计确诊重性精神疾病患
者１０８７人，随访患者３２００余人次，并全部录入江苏省
重性精神病管理治疗系统。

医政医管　完成全区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目录
外１０１品种药品采购申报，严格对常用低价药品采购、
配送、使用和支付的监管；组织全区２１６名医技人员学
习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处方集；继续开展“三好一

满意”及“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做好７０名执业（助理）
医师及执业护士１３０名资格审核工作；加强医疗机构病
历、处方书写规范培训及管理工作；做好元旦、春节等节

日期间医疗卫生保障工作；规范医疗机构执业服务行

为，加大辖区医疗机构督导检查力度；加强医疗机构执

业准入管理；组织落实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重大疾病的救

治知识培训工作；组织各级医疗机构与医疗废弃物处置

中心签署协议。

妇幼保健　２０１６年，全区孕产妇死亡率０，婴儿死
亡率１．３５‰，出生缺陷发生率０．５４‰；新生儿三病筛查
率９９．５％，７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５．２％；孕产妇产
前筛查率８６．１６％，医疗机构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率

９９．６６％，剖宫产率 ５１．５２％，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９６％，产后访视率９９．６％，婚检率９２．９％。全区注册
托幼机构４１所，卫生评价６所，培训托幼机构保育员
２２８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 １４５５人，完成率
１２２．６８％，叶酸增补１２１４人，完成率７４．３％。

信息化建设　依托市级信息化平台，构建融居民健
康电子档案、慢病管理、妇幼保健、预防接种等为一体的

区域卫生信息化构架。区财政投入１０万余元，在城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系统试点

工作；大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筹资金开发试行健康管

理中心ＡＰＰ板块；主城区５家基层医疗机构已连接到
市信息中心，完成与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的对接，完成

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的基本医疗方面的使用和公卫两病

模块的使用；大力推进远程医疗工作，金山桥、城东 ＤＲ
设备已经连接，系统软件已安装到位。

爱国卫生　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全区控烟医
疗机构１００％；开展春秋季灭鼠及生物媒防治工作；生
活饮用水（自备井）全部达标。

综合管理　编制开发区“十三五”卫生事业发展规
划；修改完善全区医疗机构人事、财务管理机制；徐庄镇

毛庄卫生院输液室及大黄山预防保健楼改扩建工程顺

利完工并投入使用，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设备提档升级工

程有序推进；累计投发宣传稿件及政务信息７０余篇，妥
善处理各类信访、上访事件；修订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

核实施方案，试点推行院长目标管理责任制。

（张建英）

丰　县

概况　丰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５４３家，其中，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二级甲等中医院、二级专科医院各１家，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６家，村卫生室３９８家，
民营医院４家，个体诊所、门诊部１１０家。县镇两级医
疗卫生机构在岗人员３０６４人，村卫生室在岗人员１３９５
人，全县卫生计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２１４０人，注册
护士１７７０人，实际开放医疗床位３９７９张，每千人拥有
床位４．２张，两家县级医院（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共
有市级重点专科６个。荣获全市“２０１６年度重点卫生
计生工作目标管理”第３名及“２０１６年徐州市综合医改
试点工作”第１名的优秀等次。

综合医改　成立由县长为负责人的丰县公立医院
管理委员会，以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医院为龙头，全县

所有公立医院纳入集团化管理，推进二级妇幼保健院创

建步伐。创新人事编制管理制度，县编办下发《丰县创

新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管理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核定

丰县人民医院、丰县中医医院人员总额的批复》，核定

人员总额３１８０个，核增２７１９个。有效控制医药费用
的不合理增长，２０１６年全县县级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
７７．１２万人，次均费用２０９．４５元，同比降低６．８％，出院
患者７１１７６人次，次均费用７１３４．５７元，增幅２．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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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省定５％标准之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共３．８万
户、１４．６万人，其中个性化收费签约０．９８万人。

三级综合医院创建　将县人民医院三级综合医院
建设目标列入丰县“十三五”发展规划，召开丰县创建

三级综合医院工作动员大会，县卫生计生委、县人民医

院均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邀请上级医院专家对医

院干部职工进行全员培训，组织相关职能科室、临床医

护科室有关人员到徐州二院、四院、邳州、新沂等有成功

创建经验的医院参观学习。印发《丰县人民医院创建

三级综合医院期间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和《调整“医院

质量与安全管理”等九个委员会成员的通知》等文件，

通过市卫计委组织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复审。

县镇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县人民医院新城区、
县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建设，实施欢口、李寨卫生院新

建病房楼建设工程和张五楼、首羡卫生院门诊楼升级改

造工程。总投资约４亿元，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设置
床位１６００张的县人民医院新城区分院二期工程已完
成主体工程。总投资约１．５亿元，建筑面积３．５万平方
米，设置病床４００张的县中医院新城区分院一期工程正
在进行室内装修；建筑面积２．１６万平方米，集卫监、疾
控、妇保、１２０急救于一体的丰县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项目已基本建成，内装即将开始；总投入３５５６万元，
总建筑面积１．６７万平方米的欢口、李寨、张五楼、首羡
卫生院门诊病房楼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医疗服务能力　县医院重症医学科、县中医院针灸
科通过市级临床重点专科验收。实施镇卫生院特色科

室建设，顺河卫生院妇产科创建省级特色科室，通过市

级初评；凤城卫生院眼科、华山卫生院五官科通过市级

特色科室验收；顺河卫生院医学检验科等６个科室获县
级特色科室称号。首羡镇卫生院成功创建“省级示范

卫生院”，顺河、赵庄、宋楼、师寨镇卫生院获“群众满意

乡镇卫生院”称号，２０１６年８月市卫计委发文确认欢口
镇、宋楼镇卫生院达到二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新建省

示范村卫生室５个、标准化村卫生室３６个。２０１６年９
月，省卫计委、省中医药局在该县举行全省“健康江苏

服务百姓”大型义诊活动启动仪式。

医技人才培养　县人民医院丁长青、渠时学、于勇
和于吉友４人荣获２０１６年度徐州市医学新技术奖。选
派４９名本科生参加为期３年的规范化培训，选拔２０名
大专生参加为期２年全科医师培训，４１名业务骨干参
加为期半年的“务实进修”。２０１６年引进７名医学类硕
士生，遴选４２名业务骨干，招聘６７名编外医学专业毕
业生，４５名医学领军人才享受县政府特殊津贴。

智慧医疗　作为全省首批、徐州唯一的省、县两级
健康信息平台数据共享试点示范建设单位，丰县区域健

康信息平台实现与省、市信息平台和县、镇、村医疗卫生

机构的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率先接
受省卫计委验收评审。完成影像会诊中心和临床检验

中心建设，联通县镇医疗机构的双向转诊系统上线，手

机医疗ＡＰＰ在县内２５家卫生院投入使用。县卫生数
据中心共归集存储县镇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近９００万人

次门诊、２０万人次住院的诊疗信息和各类影像报告、图
片资料５９万份、检验报告３５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９５万份等，常住人口建档率９５％。开发部署丰县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平台和手机ＡＰＰ，联通家庭医生团队线下
线上签约服务。具备居民自助挂号缴费、检验检查报告

查询、门诊住院费用清单查看、健康档案自我管理等功

能的手机 ＡＰＰ在２５家卫生院上线使用。丰县临床检
验中心于２０１６年６月份完成研发运行。

新农合　新农合参合人数８７．０６万人，实现应保尽
保。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 ５４５元，比 ２０１５年增加 ６５
元。２０１６年对农村２２类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救治２２０２７
人次、补偿５０６７．１９万元，大病保险补偿９５６８人次、
２１５０．１５万元，县镇两级实际补偿比７６．１８％。新农合、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的部分新

农合补偿业务，与新农合补偿实行“一站式”服务。

中医药　推进中医健康工程和“中医馆”建设，华
山、师寨、赵庄、宋楼、梁寨卫生院中医馆获省级中医馆

称号，宋楼镇卫生院中医科建成省级中医科。县中医院

中医肛肠科、骨伤科等中医专科能力进一步增强，县中

医院连续４年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举办“膏方养生
节”，受益群众约１０万余人次。

计划生育　办理生育登记服务证明１４８０２例，其
中一孩登记５５０３例，两孩生育登记９２９９例，再生育审
批２３９例。２０１６全县共出生１４８９２人，比上年同期多
出生７４１人，出生率１２．３２‰，比上年同期上升０．５３个
千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１５．０１，比上年同期下降０．２５
个百分点。免费孕前优生检查５０１３对，婚前检查５２８９
对。发放奖励扶助资金２７２．８０４万元，发放破产改制企
业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金１０．０８万元，发
放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公益救助金３．２万元、独生子女父
母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１６５．０８４万元、农村养老保险配
套补偿金１２６．４７万元。制订《丰县整治出生人口性别
比工作实施方案》。各镇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计

生服务站、卫生院、派出所、工商所等职能部门联合组成

１～２个（每组不低于１０人）的工作组，对辖区内所有卫
生院（Ｂ超室、妇科门诊）、村卫生室、个体诊所、药店等
对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有关制度执行情况，落实凭

证、定点引流产手术情况，终止妊娠药品进货、销售记

录，孕情检查报告制度情况，落实出生、引产、死亡婴儿

统计报告、登记及宣传教育情况等进行拉网式排查。县

打击“两非”办公室、县卫生监督所、县卫计委综合监督

股联合办公，分成三个工作深入县直有关单位和乡镇卫

生院、卫生室、药品零售店跟踪督查，从中发现５例“两
非”线索，全部立案查处。全年累计排查线索３０条，立
案查处“两非”案２４件，结案２２件。接收反馈省内协查
信息６４５９条、省外协查信息１９９９条，接收避孕节育报
告单１０６２条、接收一孩生育服务登记表７１例、四项手
术服务单１２４例，接收和反馈率１００％。流动人口电子
档案建档率８２７６％，流动人口健康教育覆盖率９５％，
０～６岁流动人口儿童预防免疫接种率１００％，流动人口
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率均１００％。为流入人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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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３１１２人次、发放避孕药具５２００套，办理流动人
口婚育证明１６５８份，为辖区内８７名流动孕产妇和１２３
名婴幼儿童建立统一的电子保健管理档案，将流动孕产

妇和儿童健康管理纳入全县常住人口同管理、同服务。

在流入人口较为集中的河滨路—左岸人家社区、外来企

业吉林森工安置两台计划生育药具发放机。２０１６年流
动人口数据库流动人口总数 １９９７９５人，实现与国家
ＰＡＤＩＳ平台数据融合，做到信息共享。

公共卫生　规范实施１２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项
目，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９５万份，为全县１０．２７
万名６５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凤城、张五楼、
欢口、沙庄、套楼、黄楼、常店、李寨、金陵、赵庄１０家卫
生院建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全县数字化门诊累计达

标率８０％。完成接种一类疫苗２９．４１万份，１１种一类
疫苗接种率均 ９５％。认真落实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完成农村妇女增补叶酸９１９３人，孕产妇艾滋病、梅
毒、乙肝检测１４４０３人，“两癌”筛查３００９９人。２０１６
年，确诊上报法定甲乙类传染病５２６例、丙类３９１例，管
理甲乙类传染病７４５例，丙类８７８例，无一起暴发流行；
规范管理艾滋患者９０例，确诊活动性肺结核４３４例。

爱国卫生　改造农村旱厕１．７６万户，完成全年任
务的１０２％。累计改厕２２９２１３户、改厕率９５．５％，位居
全市前列。创建省级卫生村 ５个；创建市级卫生镇
１个、卫生村３９个。生活饮用水监测获省爱卫办“全省
优秀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分析报告三等奖”。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份通过省消除疟疾达标县验收。

药品零差率　基层医疗机构及所辖村卫生室全部
配备基本药物，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医院采购基本药物

品种比例分别８０％和７０％，全县各医疗卫生机构通过
省基本药物平台采购药品５０８种，品规１４００多种，采
购金额６６００万元，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均实行药品
零差率销售，全年药品让利４０００万元，集中申报５００
多万元的急（抢）救、妇儿品种药品，保障临床用药

需求。

医疗联合体建设　制订《丰县组建医疗联合体实
施意见》，由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牵头组建 ２家医联
体，人民医院医联体由１３家卫生院及所属卫生室组成，
中医院医联体由１２家卫生院及所属卫生室组成。医联
体内部畅通会诊、转诊通道，两家县级医院选派１１３名
中级以上职称医师，定期到医联体卫生院坐诊，开展教

学培训、示范带教，利用远程会诊和影像系统开展远程

诊疗。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订
群众切实受益的签约服务包型。签约居民除享受约定

的服务项目优惠外，还可通过双向转诊在县级医院和卫

生院优先就诊、优先住院、远程会诊等服务，慢性病人可

开立一次携带１５天药物的长处方，享受新农合统筹年
度内门诊补偿限额提高３００元等优惠待遇。全县共建
立由１１３名县级医院专科医生、１４７８名卫生院全科医
生、护士、公卫人员和乡村医生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

１２６个。２０１６年共签约３．８万户、１４．６万人，其中个性

化签约０．９８万人。
卫生计生监管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建立

随机抽查对象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开展“双随机”

抽查监管，制订医疗机构设置、执业登记注册、变更、延

续注册及校验许可工作程序，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二类

疫苗预防接种、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医疗机构依法执

业、生活美容机构、放射机构等专项监督检查。２０１６年
检查医疗机构１９４８户次，下达监督意见书３２３户，查
处取缔非法行医４６户，立案３９件，移送非法行医案件
７起。开展公共场所生活美容 行业专项监督检查，监督
检查生活美容行业５８户，督导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４８户。

党风行风建设　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一把手”工
程，落实领导班子“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加大对“四风”问

题的查办和问责力度，全年，县卫计委共立案８件，结案
７件，给予警告处分５人，记过处分１人，降低岗位等级
１人。委纪委负责人同下级主要负责人谈话１４人次，
诫勉谈话６人，问责谈话１人。

（张成方　丁允领）

沛　县

卫生改革　深化镇级卫生计生机构改革，按照“以
岗定薪、以绩定奖、优绩优酬，重点向临床一线和技术骨

干倾斜”的原则，制订《沛县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考

核及分配指导意见》等配套文件，在敬安等５家单位试
点的基础上，新的绩效工资制度在全县各卫生院实施。

同时以沛县人民医院等单位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

构试点，赋予法人充分的用人自主权。建立健全县级医

院与三级医院深度合作新机制，沛县人民医院与徐医附

院合作框架协议形成，聘请徐医附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任泽强任县人民医院院长。

疾病预防与控制　开展两期以“恶性肿瘤的预防
与治疗”为主题的健康教育讲座和１２次宣传咨询活动，
３２０人聆听讲座，接受咨询５２０人次，展出卫生知识展
板５２块，印发宣传材料 ２００００份，受教育人数 ３０００
人。龙固镇中心卫生院等９家卫生院通过市卫生计生
委第五轮信息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综合评审验收。全

县以镇为单位４岁以下儿童建卡率９８％，疫苗接种率
９５％。全县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共报告乙、丙类传染病
１７种２３５７例，发病率为１８０．４３／１０万。全县累计报告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患者１３３例，其中当年报告艾滋患
者２２例，现存活患者８８例，应接受治疗患者７６例，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１００％，没有发现双重感染患者。全县
新登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３５４例，其中菌阳患者８７人，
密切接触者检查２４７人，肺结核防治“五率”完成率均
１００％。全县累计建立健康档案 ９２３３８份，建档率
８１８４％，老年人健康管理率７１．８％。累计管理高血压
患者１２９４６７例、糖尿病患者 ４２３０５例，管理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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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９２％、４８．３２％。推广“慢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模
式，共建立自我管理小组１４８个，覆盖率３５．９％。严重
精神障碍在管患者４１８１例，管理率９９．５７％。完成８００
例癫痫患者的随访管理及免费的药物治疗。落实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举办６期慢病防治及疾病监测培训
会，村级人员培训率１００％。招募培训２２８名健康生活
方式指导员，覆盖８０％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完成 １０
个健康加油站、２家健康社区、２家健康食堂、２家健康
单位的现场验收。举办“全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员知识竞赛”及“全县社区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用药知

识竞赛”，选派３名慢病医生代表沛县参加市级比赛，
获得团体二等奖及个人一等奖、三等奖。鸳楼卫生院副

院长独世刚被徐州市选派参加省级竞赛，获得全省个人

二等奖。全县食品和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体检９８００
余人，对全县沐浴场所、美容场所、理发场所和餐饮具集

中消毒场所进行监测，共监测公共场所２６５家，辖区公
共场所监测覆盖率１００％，共检测样品２５８８份，其中空
气质量８７９份，用具１７０９份，样品合格率９９％ ；餐饮具
１０５份，样品合格率８２．９％ 。完成全县医用 Ｘ光机房
和ＣＴ机房放射防护质控监测工作，共监测Ｘ光机房４１
个、ＣＴ机房１４个，其他机房６个，放射防护合格机房５８
个，合格率９５．１％，监测覆盖率１００％。对新进８台 Ｘ
光机、两台 ＣＴ机进行质控监测，并开展新建放射工作
场所防护评价。开展医疗机构消毒质量监测，共对３６
家医院，５００家卫生室１０个方面进行监测，采样２４９０
份，３６７６个项目，样品合格 ２３８６份，合格率 ９５．８％。
开展医院排放污水监测，全县２９家医院已全部配备污
水处理系统。污水监测共采样品７２份，合格４０份，合
格率５５５％。开展新一轮慢病现患及危险因素调查，
共调查１１６００人。

卫生应急　建立完善沛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体系，制订沛县卫计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办法

以及实用操作性强的沛县卫计委食物中毒处置流程图，

组织人员参加苏鲁豫皖四省合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储备各类应急物质，购买一定数量的各类防护用品，消

杀药械，诊断试剂及耗材、检测设备等，作为自然灾害发

生后及传染病流行应急处置专用。５月１０日，沛县红
十字会在县卫计委系统开展２０１６年公益性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２００余人参加培训。全年完成１２００名初级救
护员培训和１１０００名普及性救护培训任务。完成市与
县的卫生应急指挥决策系统互联互通，完成县、镇两级

卫生应急视频会议系统互通对接和信息资源共享。

爱国卫生　进行２０００户改厕工程施工的招标工
作，深入各项目村、农户开展改厕指导，对已实施农村改

厕项目的后续管理和维护做出要求。组建专（兼）职灭

鼠灭蚊检查员和投药员队伍，全年共投放药物５００千
克。做好水质监测分析评估、培训、督查考核工作，开展

居民集中式饮用水的监督工作，对全县７４座列入经常
性水质监督监测的农村水厂和城区集中式饮用水进行

水质监测，监测覆盖率１００％。全县共有７个村被命名
为省级卫生村，１个镇通过市卫生镇验收，２２个村通过

市卫生村验收。制订完善全民健康教育规划和计划，累

计发放健康教育宣传材料 ５万余册，悬挂横幅 ８００
余条。

卫生监督　制订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召开打击非法行医专项工作会议。共查处非法行医案

件３７起，罚款金额 １２０３００元，没收违法所得 ２８８１２
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开展传染病防治重点监

督检查工作，共监督检测医疗机构１６６家，监督抽检样
品１５件。加大对公共场所卫生的监督执法力度，共办
理各类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６４７个，检查各类公共场所
单位１５００户次，限期整改３６０户，下发监督意见６１０余
份，新办卫生许可证 １７２家，审验卫生许可证 １６３家。
进行各类卫生监督协管巡查７８４３次。全年度在县城
区和各乡镇共开展１２场次的食品安全标准宣传活动。

医联体建设　沛县人民医院与徐医附院建立深度
合作机制，镇中心卫生院与二三级医院建立多形式医联

体，徐州市中心医院与鹿楼镇中心卫生院共建以腔镜诊

疗为中心的专科医联体，沛县人民医院与魏庙镇中心卫

生院多科室合作对口帮扶，徐医附院与敬安镇中心卫生

院儿科以网络会诊为特色的重点科室扶植医联体等，全

县已构建各种形式的医联体９个，双向转诊初见成效。
创建重点特色科室　县中医院中医脑病科通过省

级重点专科评审，张寨镇卫生院内窥镜中心、胡寨镇卫

生产后康复科、鹿楼镇中心卫生中医康复科、朱寨镇卫

生院中医妇科，杨屯、五段镇卫生院眼科会诊中心、大屯

镇中心卫生院神经内科、栖山镇卫生院泌尿外科、王店

精神专科建设各有特色。鹿楼、杨屯、栖山、魏庙、龙固、

朱寨６家卫生院的中医馆全部通过市级初验。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签约

工作的意见》，构建“县级二级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

院、健康管理团队指导下的村级卫生室”三位一体的签

约服务综合管理服务体系。召开全县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动员大会，出台《关于对家庭医生契约式服务的考核

办法》。“徐州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推进会”在沛

县召开。自开展签约服务以来，签约群众达１３万人，受
益者达７万余人次，沛县栖山镇卫生院第一团队荣获
２０１６年度徐州市“十佳健康管理团队”荣誉称号。

妇幼保健　县妇保所与计生宣传指导站实现“人
员统一管理、工作统一安排，资金统一使用”。全县５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３８‰，婴儿死亡率２．２６‰，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数的９４．９１％，婚前医学检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数的８５％。全县母乳喂养率９１％。
开展婚前检查及保健人群、孕产妇艾滋病、梅毒、乙肝检

测和咨询，检测率均９９％。全年产妇总数１３７４０人，活
产数１３７９８人，产前检查率 ９９．５％，住院分娩 １３７４０
人，住院分娩率１００％，高危产妇住院分娩１８７５人，高
危产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产后访视１３７３０人，产后访
视率 ９９．５１％，孕产妇系统管理 １３７３０人，管理率
９９５％，孕产妇死亡率０，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０；７岁以
下儿童１０７２７０人，保健管理 １０６１６８人，保健管理率
９８．９７％。３岁以下儿童４４２２９人，保健管理４３５３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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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管理率９８．４４％。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
及新生儿听力筛查率均９８％，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
发生率分别 １．４５‰、１．０８‰。对全县 ２９家医疗机构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２８７名妇产科人员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开展年度校验；组织对

全县４４所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督导和评审；农
村妇女免费“两癌”检查 ２６５１５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０６．０６％；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阻断项目共完成
１３７４０人，完成率 １００％；为育龄妇女免费发放叶酸
３８２３８瓶，叶酸服用１４２２０人，随访人次１３９３５人，知
晓人数１３７９４人，知晓率９７．０１％。

医政管理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二级医院全面停
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县人民医院全面实施

优质护理服务，全院共推出服务亮点６０余项，患者对护
理服务满意度９５％。县中医院推行精细护理服务，开
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青年护士素质提升工

程”，为患者提供安全、专业、全程的优质护理。护士长

夜查房做到重点督促，发现问题，限时整改。加强床边

交接班５要素管理，强调有效巡视，确保患者安全。医
疗“两废”规范处置率１００％，未发生院感事件。全年无
重大医疗事故、纠纷发生。

中医药管理　利用适宜技术培训基地平台，举办各
类继续教育培训班，在全县医务人员中推广中医药。沛

县中医院突出中医“治未病”，“三伏”期间穴位贴敷就

诊２２００余人。针对特定人群开展“三伏艾灸疗法”，对
现有汤剂品种进行剂型改良，发挥炮制室、煎药室的作

用，开展临方炮制、保健膏方、中药保健茶。

医学科技与教育　沛县人民医院检验科通过省临
床基因扩增技术（ＰＣＲ）实验室验收和省二级实验室注
册验收。举办泌尿外科微创技术研讨会、脑梗塞治疗进

展学术会等市县级学术及培训会１０余次。积极开展新
技术新项目，成功开展心内科冠状动脉造影及 ＰＣＩ术、
压力性尿失禁 －尿道中段悬吊术、胸腔镜下肺叶切除
术，超声引导下肝、甲状腺、乳腺、淋巴结及肺穿刺活检

术、子宫动脉精细栓塞术在产后大出血的临床应用，脑

血管畸形的介入治疗等新技术１０余项。县人民医院杨
广辉荣获江苏省“３３３人才”称号，县人民医院吴宝鑫、
杨广辉荣获２０１６年市优秀科技者称号。沛县中医院糖
尿病科通过市级中医重点专科验收，心病科通过市级重

点专科建设单位评审。

卫生行风建设　抓好县委党风廉政巡查反馈意见
整改工作，将巡查反馈的５个方面１７个问题分解为８
项任务３０条整改措施，建立系统内“监督互廉网”，开
展“扯袖提醒关爱”活动，建立提醒约谈机制。建立委

党委会定期听取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机制，制定下发

委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对分管范围内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签字背书”。调整完善包挂机制，

按照责任分工和区域划分，重新对２７家乡镇卫生院、１８
家计生站和６家直属单位的包挂责任人进行调整。建
立完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制订《关于进一步推进廉政

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共排查廉政风险点１０３个。

实施“文明倡导”工程，发放《关于“破除陈规陋俗、倡导

文明新风”的倡议书》４００余份。组织开展办公用房清
理“回头看”专项整治行动，制订《关于开展办公用房清

理整改“回头看”活动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党风行

风巡查活动，完成对４家卫生院的巡查。开展“督导回
访”活动，２月份完成对２０１５年度执法对象的回访工
作，发现问题１起，整改落实１起。从３月份起按季度
对２０１６年度执法对象开展回访工作，共进行３次，群众
满意度９８％。对部分卫生院存在乱收费、过度诊疗等
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制订《关于对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行为专项检查的通知》，对全县２家县级医院、２７家
乡镇卫生院、３家企业医院和５家民营医院进行专项督
查。对２４家乡镇卫生院主要负责人分别进行集体约谈
和重点约谈。实行全县医疗单位医疗服务价格网上监

督和测控。利用医保结算软件设置功能，对全县基层医

疗机构各项收费标准上限进行锁定。

卫生信息化建设　完善信息平台管理，完善 ＬＩＳ、
ＰＡＣＳ建设，完善现有 ＨＩＳ、ＥＭＲ等系统的功能，完善信
息查询，在保障患者隐私的前提下，提供自助打印、自助

查询等多种形式的信息查询服务。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下发《关于做好生育服务
登记工作的通知》《沛县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工作方案》，

全县共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１５８８０件，其中一孩夫妇
５６８２对，补证４８对，未孕９２９对，已孕４７０５对；二孩夫
妇１０１９８对，补证７０对，未孕２６２９对，已孕７４９９对。
完成３０９对申请再生育夫妻的审批发证工作，办结率
１００％，未发生一例“错办、迟办、不办”现象。全面梳理
行政事项，共梳理出行政许可类９项，行政给付类３项，
行政处罚类１５６项，行政征收类１项，行政强制３项等
１８２项行政权力。编写职权目录和运行流程图，对１８２
项权利按类别进行编写，列明权利编码，执法依据、承办

机构等项目。接受县卫生监督所报送的行政处罚 ５１
件，刑事１件，共５２卷档案，全部录入到两法衔接平台，
上传到市。

计划生育　下发《关于做好生育服务登记工作的
通知》《沛县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工作方案》。共征收社

会抚养费５６３．８９万元，其中强制执行９９件，执行标的
１５．８万元。开展“两非”专项整治活动，签订禁止“两
非”行为责任承诺书和拒绝“两非”行为承诺书。组织

县妇保所、县卫生监督所对所属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

等开展联合大检查。共结案８件（非法胎儿性别鉴定
８件，其中处分８人，吊证８人）。确认省奖扶１８６８人、
市奖扶３６３人、特扶１１６人；确认本人年满４０周岁独生
子女年满１４周岁享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奖励１３２７０
人，奖励金１３５．９４万元，参加新农合的独生子女父母新
农合筹资２０１８７人，减免筹资２４２．２５万元；确认年满
１４周岁的独生子女父母１４８２人，奖励金６２．２４万元；
确认企业持证退休职工 ８９人，兑现金额 ２１．３６万元。
开展流动人口清理清查工作，做好《江苏省流动人口信

息系统》数据的审核工作，全县共５６５１５条信息核对建
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省内协查共接收３１８５条，接收

·４３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率１００％；省外协查共接收１１８１条，接收率 １００％；流
入、流出人口共建卡３８９４条，打印婚育电子证明１０１
张；新《江苏省流动人口信息系统》流出人口 １２４２２３
人，全县共建流动人口微信群１９个，信息沟通２０６条。

（鹿启伟　许汝明）

睢宁县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制订《睢宁县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规范性文件管理制度》《睢宁县卫生计生委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

等文件。完善、确认、录入行政权力清单２１０条，受理行
政许可４１９件，办结４１９件，行政处罚２０件。

卫生监督与食品安全　完成全县医疗机构放射诊
疗许可证校验工作，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建档率１００％，
传染病防治监督抽检１９０家，公共场所抽检１０１家。开
展职业健康义诊１６次，接收职业健康咨询 ２７３人次。
完成职业病预评价审核３例，竣工验收２例。县中医院
成为省级食源性疾病哨点医院，县人民医院为市级食源

性疾病哨点医院，上报１７１例食源性疾病信息。
疾病预防控制　预防接种建卡率１００％；一类疫苗

接种率９８．９６％。处置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３７５例。
无甲类传染病，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９０．１４／１０万，新
登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５６２例，管理肺结核患者 ８４１
人，报告５种性病２４４例，各类人群 ＨＩＶ检测１４３４０８
人，２例非洲输入恶性疟疾及时处置，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检出率４．１‰，检出患者管理率９４．２５％。启动麻风
病“三位一体”健康管理试点，开展公共场所检测 ２６
家，为４１家企业１３６０人进行职业病体检，放射个人剂
量监测７４人，地方病防控监测碘盐３６６份，检测水碘、
尿碘、水氟、水砷、尿砷分别１８０份、１６０份、３０份、２３０份
和２０份，全县达到江苏省肠道线虫病有效控制标准。

爱国卫生　创成江苏省卫生县城，成为省病媒生物
防制先进县。建设健康主题公园１所，开展控烟工作督
查，发放毒饵站９０００余只、溴鼠灵１０００千克、粘鼠板
１６００余张、灭蝇笼２０００余只、粘蝇彩带１８００余条、灭
蝇乳油１８０余瓶、灭蟑方便贴 ５００余盒。投放老鼠夹
４８０个，粘蟑纸４００张，诱蚊灯１０个，捕蝇笼１０个，生活
饮用水检测８８８份，城区水质合格率１００％，农村集中
供水水质合格率７８．３７％，启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农村改厕
工程。

卫生应急　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
及防洪卫生应急、黄墩湖滞洪区卫生应急等工作预案，

组织开展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能力调查、卫生应急进

校园等“六进”活动，普及卫生应急知识。县急救医疗

站数字化指挥调度系统和急救车车载终端系统，与省、

市指挥系统联网运行，组织开展全县医疗卫生单位卫生

应急“自救互救”知识技能大比武，应急演练３次，各种
医疗保障活动６０余次，有效接警电话６０１００次，救治
转运伤病员１３９００人次。

医政医管　编制完成《睢宁县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县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复评。县中医院３个专科被认定为市级中医重点
专科，成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持续开展医

疗护理核心制度落实情况检查，未发生责任性医疗事故

及院感事件，医疗“两废”规范处置率１００％，９５％的医
院达到“平安医院”标准。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开展基层

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高作镇卫生院朱麦荣获省级

二等奖、市级一等奖，荣获市“五一劳动奖章”。２人荣
获市“基层卫生技能标兵”，１人入选省“百名医德之
星”，遴选出省基层骨干人才４３名，开展“护士榜样”、
“优秀护士”评选表彰活动。

基层卫生　启动城区东部医疗服务中心（县中医
院分院）、县妇幼保健院、区域性消毒供应中心项目建

设。新增“二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卫生院”１家、国家
“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２家、“省示范乡镇卫生院”
２家、“市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２家、“省示
范村卫生室”９家，新建和改扩建标准化村卫生室 ５９
个。创新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内部机构设置，公开选拔乡

镇卫生院院长人选。整合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探索符合

条件社会力量参与的“ＰＰＰ模式”，新增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定向委培

乡村医生３０人。新农合参合率１００％，８５６６５名７０岁
以上老人个人参合费用由政府资助，为农村低保、五保

３１１３８人实施医疗救助，加大临床路径和“三色”预警
管理。

妇幼健康　县妇幼保健所和计生指导站合署办公，
成立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积极创建妇幼健

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优化整合镇卫生院产科力量，母

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１００％持证执业，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孕产妇和儿童系统管理率均
９５％，孕产妇死亡率６／１０万，婴儿死亡率２．０７‰，出生
缺陷发生率３．９６‰。发放住院分娩补助９７４７人、叶酸
１５１２１人，宫颈癌检查 ２５０４２人，乳腺癌检查 ２６４４７
人。为１１４３６名育龄群众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为１１８６３对备婚青年提供婚前医学检查，发现、及
时处理并上报避孕药具不良反应事件８４４例，占总人口
６．０３／万。

计划生育服务　为符合条件的夫妇再生育审批
３５０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３５１５人，发放３６４万元扶助
金，特别扶助９８人，发放７０万元扶助金。成立打击“两
非”专案组，排查“两非”线索１６条，立案１４件，结案１１
件，依法取缔４个诊所，给予３名直接责任人吊销执业
证书、２名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处理，罚款９．２万元。

中医中药　县中医院被列入省２０１６年基层中医药
适宜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治未病”工作开展顺利，

开展服务项目１０多种，为近４万人次提供中西医药治
未病有关项目服务。所有乡镇卫生院均能提供中医药

服务。建成 ４个基层中医馆，２家中医馆通过市级
初验。

卫生信息化建设　编制完成《“十三五”卫生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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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规划》，整合人口全员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

子病历等三大数据资源，建成数据中心和卫生专网。将

签约服务融合进医生工作站和村医工作站模块中，实现

县内各级各类卫生计生机构信息系统间互连互通信息

共享，县中医院与省中医院实现远程会诊。

纪检监察　制订《睢宁县卫生计生督查工作实施
办法》，开展“党规入心全面学”等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专项整治，严肃查处“四风”和腐败问题，做好突出信访

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受理信访案件８０例，结案率
１００％，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期间无上访案件发生。

（柔春种　闫晓东）

新沂市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健全卫生计生违法案件查
办制度、重大疑难案件会审、案件报告备案等制度，全年

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发生，无经听证或复议后司

法确认违法的行政案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

卫生行政审批事项，做好各审批事项的承接、取消、下放

和转移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开展“双随机”抽查，

日常监督近５０００次。严打非法行医，查处案件 ６６起。
依法做好设立医疗机构审批工作，２０１６年共批准设立６
家医疗机构。严格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对３起可能存在
食品安全隐患事件进行检验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年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共报告
乙丙类传染病１７种１８２７例，发病率１９６．３１／１０万，死
亡率 ０．６４／１０万。常规疫情报告和审核及时率均
１００％。以乡镇为单位新生儿建卡率和４岁以下儿童建
卡率９８％，一类疫苗接种率９５％，全市新生儿乙肝疫苗
首针及时接种率、全程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 ＞９５％，信
息数字化门诊数量超 ５０％。继续加大艾滋病防控力
度，有效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完成流调率、哨点监

测完成率（国家级）等各项指标均１００％。全面启动对
感染耐药菌肺结核患者的监测和治疗管理工作，巩固慢

病示范市成果，进一步提升慢性病防控工作。规范开展

全市医疗机构肿瘤登记报告工作。加强卫生应急工作

的“一案三制”建设。

医政医管　加强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中医院骨伤科
建成为省级重点专科，建成４个徐州市级重点专科。市
人民医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２医院、省人民医院技
术协作医院。开展医疗质量管理年活动，强化“三基”

训练、定期考试考核，深入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工程，加强

核心制度落实的明察暗访。深入推进平安医院创建，完

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妥善处置医患纠纷，全年无

恶性事件发生。

基层卫生　１２大类４５项任务全面完成，居民健康
规范化电子建档率８０％。０～６岁儿童及孕产妇健康管
理率均９０％，全市１１．３万高血压病患者、２．７万糖尿病
患者和４０００余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纳入规范管理，传
染病报告及时率１００％、及时处理率１００％，卫生监督协

管服务覆盖率１００％。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和０～３６月龄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覆盖率分别３５％。６５岁以上
老人免费体检完成２１３６０人。

妇幼保健服务　完成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资源整合，对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人员和技

术实行准入管理，加强对妇幼保健服务质量的监管，开

展剖宫产手术准入管理，推行产科急救、新生儿急救适

宜技术，推进重大妇幼卫生项目顺利开展。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补助、农村适龄妇女补服叶酸、预防艾滋病、梅

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及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等妇幼

项目均完成年度任务。开展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新生儿

疾病筛查工作，２０１６年全市孕产妇死亡率０、婴儿死亡
率３．３２‰、出生缺陷发生率２．４２‰。

综合医改　组建以３家县级医院为核心、１７家镇
级卫生院共同参与的医疗服务联合体，引导镇卫生院错

位发展，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积极实行人事薪酬改

革，创新编制备案管理，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基本完成，智慧业务应用全面开

展，远程会诊中心、区域影像中心、临检中心建设完成。

“三个一”工程顺利实施，开展签约服务，实行动态管

理，全市１７个镇（街道）签约５２１０５户、２０９４４４人，签
约率 ５２．４８％。其中，签约收费服务包 １０６０１户、
４９１２４人，个性化收费服务包签约率１０．６８％。

计划生育　全年办理生育登记１３５８２件，办理再
生育审批１２７件，全市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３．７％。全市
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　１１５．７以内，继续开展免费婚
前健康检查和免费孕前健康检查，全年完成孕检８２０２
人次，婚检９７９０人次。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为流
动人口提供均等化、同质化卫生计生公共服务，实施

“情暖‘失独’家庭”项目，计划生育各项奖励扶助政策

全部落实到位。

中医药　全面完成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既定目标，实现１０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市中医院被确定为江苏省２０１６
年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能力建设单位，市人民医院

被评为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纪检监察　建立诚信从业信息化管理，完善医德考
评和医师定期考核制度，二级以上医院医德考评电子档

案实现率１００％。强化依法综合监督制约，完善医药购
销领域商业贿赂共防共治机制，严格执行医药购销领域

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等重点制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

件。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热线工单、论坛、电子监察平

台、官方微博、一把手网络服务厅及领导信箱等渠道信

访件的办理工作，推行患者满意度第三方调查。

（程　瑶）

邳州市

医院建设　人民医院新区医院已完成主体验收；妇
幼保健院大楼工程已全部完成；市委、市政府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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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卫生室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利用三年时

间，对全市所有村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到２０１８年全市
所有村卫生室全部达到省示范标准，完成１７７所村卫生
室建设任务，全部达到省级示范标准；全市数字化预防

接种门诊达到３１家。
示范创建　高分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初

评；创建成“国家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市”“江苏

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江苏省健康促进试点

县”；创建“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３家，总数达
５家，省示范卫生院３家，总数达１９家，省示范村卫生
室１１家，总数达４３家；全市３５家卫生院全部建成标准
化药房。

农村卫生　全市共有１２２９５６８人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参合率９９．６％，人均筹资标准５４５元（个人缴
费１２０元，各级财政补助４２５元）。镇、村两级定点医疗
机构门诊补偿比５０％，镇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补偿比
为可补偿部分的８５％，县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补偿为
可补偿部分的６５％。全年全市共补偿４８２．９６万人次，
补偿金额７．５１亿元。

基本药物制度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
稳步实施，基本药物七统一管理全部执行到位。

公共卫生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投入
人均５０元，３５家项目实施单位全面深入推进１２大类
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全市累计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１１９．０９万份，建档率８２．９７％；录入计算机进
行动态管理１１２．０８万份，计算机动态管理率８２．９６％。
共为２．５２万名农村妇女进行免费两癌筛查，１８０名农
村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复明手术。

医政医管　开展病历及处方点评制度，对全市一级
医疗机构的住院病历进行抽查，抽取病历２７８份。对全
市３５家卫生院、１３家民营医院、６０２家卫生室（社区卫
生服务站）、８６家个体诊所进行全覆盖检查。组织开展

抗菌药物使用、供应室集中供应、医疗废弃物处置、检验

科室间质控，等专项检查。推进“平安医院”建设，推行

医疗责任保险互助基金制度，全市３８家公立医疗机构
和４家民营医疗机构参加了医疗互助保险。

疾病预防与控制　登记报告法定传染病 １２种
１１８４例，发病率比上年同期下降１２．６２％，死亡７例，与
去年同期持平。计划免疫、重大传染病防控、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等工作扎实开展。争取到省疾控中心 Ｓａｂｉｎ
株脊灰灭活疫苗（Ｖｅｒｏ细胞）Ⅰ／Ⅱ期临床研究项目，项
目资金１８０万元。

卫生监督　公共场所实行量化分级管理，管理率
１００％；生活饮用水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年监督率４００％；
全年查处“无证行医”单位和个人近９０余家，捣毁拆除
招牌、灯箱３０余块，没收各类药品共计９０余袋（箱），收
缴罚款金额 ２０余万余元，向公安机关移交涉刑案件
６件。

卫生应急　建立覆盖全市，反应快捷的市、镇、村三
级卫生应急工作网络。在巩固省卫生应急示范市创建

成果的基础上，碾庄、炮车、官湖三家单位创建成江苏省

卫生应急示范镇。

妇幼保健　全市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８．３３％、０～６
岁儿童保健管理率９５．９６％、高危孕妇管理和住院分娩
率均１００％。以县级医院为依托，健全危重孕产妇急救
转诊网络，实行统一管理，分片负责，建立畅通的孕产妇

急救绿色通道。创建为“江苏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

范市”。

爱国卫生　碾庄镇成功创建为省卫生镇。完成改
厕项目２．５８万座；禁烟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被评为
“江苏省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市”，市卫生计生委被评为

“江苏省爱国卫生先进单位”。

（吴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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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州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１２６７ ７１ ５．９４ 卫生人员（人） ３７７８３ １９６４ ５．４８
医院（妇保院）（个） ５８ ７ １３．７３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３１１９４ １５７８ ５．３３
床位（张） ２５３７０ １１０７ ４．５６

平均每千常住人口
医院（卫生院）床位（张） ２３９９６ １８９３ ８．５６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６．６３ ０．３３ ５．２４

平均每千常住人口医院

（卫生院）床位（张）
５．１０ ０．４０ ８．５１

人

口

总数（万人） ４７０．８３
出生率（‰） ９．９３
死亡率（‰） ６．０６
自然增长率（‰） ３．８７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２９２０．６４
门诊人次（万） ２４４７．１３
急诊人次（万） ３２１．１６
住院总人次（万） ７１．５９
出院总人次（万） ７１．３２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１５０９８８０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１０．５０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率（％） ２９．８７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９１９６８６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２３０１３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９４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１０２００

　　一、规划与财务
编制《常州市卫生计生十三五发展规划》《卫生计

生设施布局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通过专家评审、市规
划局初审，上报市鉴定委员会审核。完成全市卫生计生

省、市财务决算审核、分析工作；２０１５年决算、２０１６年预
算公开工作，接受国家财政部检查；协调对接２０１６年中
央、省专项经费的下达工作；组织开展卫生计生系统

２０１７年部门预算编制“二上二下”相关工作，对２０１６年
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行全

过程绩效跟踪管理。开展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动态监测

分析，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建设，开展卫生计生系统财务

审计部门负责人和部分高级会计师经济管理、政府采

购、安全生产监管等学习培训。组织参加省市举办的公

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效果评估、内审干部能力提

升、安全生产事故防范与应急处置等培训。参与省卫计

委财务研究课题的招标，顺利完成省卫计委财务研究中

标课题《基于合理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的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研究》与《新常态下常州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工作

方法实践研究》２项。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钟楼院区

建设项目医疗综合楼主楼土建结构封顶，常州市中医院

急诊病房综合楼项目完成项目节能评估、老病房大楼拆

除、规划总评审批、环评审批、可研审批、勘察、设计招

标、桩基施工及扩充设计上报。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门诊楼、病房楼土建主体竣工，常

州市中心血库迁建项目完成项目选址、环评评审、规划

总评案公示、可研报批及勘探、设计招标。市第四人民

医院怀德院区搬迁项目完成肿瘤内科八病区等４个病
区及手术麻醉科搬迁，二号加速器机房、ＤＳＡ机房的装
修工程及后装机移机。核医学科改造方案报市政府审

批，启动怀德院区门诊区域的搬迁和部分改造工程。

二、政策法规

制订《常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加强卫生计生

法治建设的意见》，出台《常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

办法》。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保留６项，失效６项，废
止２项，拟修改１项。多渠道、全方位普及全面两孩、医
改、爱国卫生和办事指南等卫生计生法律法规知识，依

托新区公园建设卫生计生法治公园。承接省卫计委下

放或委托的许可事项 ５项，重点完成承接的１０家三级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校验、变更和３０４０名医师执业注
册。优化１２项行政许可事项和８项服务事项流程。实
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下放市级承担的公共

场所、二次供水、学校卫生三类公共卫生单位的监督职

责。编制市卫生计生行政权力清单、行政检查随机抽查

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进一步明确服务责任。

三、公立医院改革

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机制，市及溧阳市、金坛区、

武进区均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拟定公立医院管理

委员会章程；建立六方面、２２项考核指标的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与医院资金补助、医保支付、

工资总额等挂钩。重新核定市卫计委８家公立医院人
员编制总额，在公立医院全面启动人员编制备案管理。

·８３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启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１１家城市公立医院、７家
县级公立医院同步实施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市财政安排

７０００万元用于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补偿。
规范药品招采工作，稳步实施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

药品的价格谈判工作，入围的６９０个品种中，２２．８％的
药品价格降低５０％以上。全市医疗卫生支出４４．７５亿
元（其中市本级卫生支出 １４．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０％。城区构建５个“１＋Ｘ”区域型医联体，探索医
联体内人、财、物统一管理的紧密型医联体３个。在溧
阳市和金坛区重点探索以“县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

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县乡一体化管理的医共

体。推进远程医疗协作网促进医疗资源纵向流动，５０％
的区域医联体建成信息化支撑的影像、检验、消毒供应

等集约化中心。推进列为国家卫计委试点项目之一的

中以合作常州市远程医疗心电监测项目。大力实施

“互联网 ＋”健康医疗服务。发行“常州市居民健康
卡”，实现诊疗与付费衔接，一站式完成建卡、实名认

证、挂号、导诊、报告查询、充值、缴费、打印等就诊流程。

四、卫生应急

修订《常州市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

案》。各级疾控机构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

评估，定期调整并充实各专业条线卫生应急处置专家，

科学处置１６起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相关信息，
成功处置常州市首起副流感病毒暴发事件。防汛救灾

期间，组织３０３支消杀队伍，出动消杀２１０７人次，使用
消杀药品１２４万元，消杀面积８６３万平方米；开展水监
测４１３次，发放宣传资料３５万份，培训人员１４１３人次；
开展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监测和督导工作；启动全市灾后

防病健教工作，第一时间下发洪灾应急健康教育张贴画

２种５５０张、《洪涝灾害卫生防病知识专刊》２万册，全
市未发生一起灾后传染病暴发事件。

五、疾病预防与控制

市疾控中心与市红十字会协作，设立“沁心基金”

救助贫困肺结核、麻风病患者。加强青年学生艾滋病预

防工作，召开卫计部门与高校艾滋病协同防控工作座谈

会，初步建立了与教育系统艾滋病疫情通报机制以及示

范区内疾控机构与高职校之间协作防控平台。艾滋病

感染者和患者随访管理下沉社区“三位一体”工作模式

（即社区管理、定点医院治疗、疾控机构技术指导）在全

市推进。规范管理性病诊断和报告质量，顺利通过省对

该市梅毒规划中期评估考核。进一步加强“宁镇扬泰

常”和“苏锡常”等血防联防联控工作，金坛区代表江苏

省接受湖区五省血防联防联控督导。武进区、新北区顺

利通过省血吸虫病消除达标考核。新北区通过省级血

防健康教育督导评估。市疾控中心荣获全国“十二五”

地方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武进区疾控中心王允华同志

获得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技术竞赛个人一等奖。全市累

计采集、检测禽流感外环境标本４４７份，采集检测咽拭
子１５２０份。１２月中旬发现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患，
市卫计委迅速启动禽流感防控应急预案，及时关闭活禽

交易市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趋于稳定。全市肠道门

诊累计登记腹泻病人２７４２４例，检索５９０３例，检索率
２１．５２％。完成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蜱虫种类调查、乙脑
传播媒介三带喙库蚊专项调查和白纹伊蚊滋生地与密

度调查。顺利通过蚊、蝇、蟑螂及鼠的单项控制达标先

进城市省级考核。同时，贯彻落实《传染病信息报告管

理规范（２０１５版）》，依托医疗机构 ＨＩＳ系统，推进区域
信息平台的传染病监测报告模块建设，六个辖市区均已

初见成效。

六、医政医管

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的实施意

见》，统筹规划医联体建设。全市１６家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与所有８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全面建
立医联体，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医联体全覆盖。按照“上

下协作、信息互享、医联互动、分级诊疗”的空间体系，

在全市规划建设 ７个区域型医联体。共建专科床位
５５０张、特色专科１９个，重点发展康复科和后疗科室。
全年医联体医院下派医生 ４３０余人，开展门诊诊疗
９８００人次，指导手术１７４９例，实施会诊３３７７人次，开
设讲座６３１次，培训基层医务人员９０５９人次。集约化
中心为基层提供集中影像诊断、心电诊断、病理诊断、临

床检验１１．２万人次。创新医保支付模式，明确对医联
体单位内的基层医疗机构共建专科科室发生的住院医

疗费用给予单独清算。建立专家联合诊疗服务模式，委

属８所医院建设多学科协作诊疗中心２０个以上，全年
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病例数１２０例。开展日间手术，病
种数２０个，完成日间手术３０３７例。二级以上医院开
放预约号源７００余万个，预约就诊率８６％，优质护理服
务病房覆盖率９９％。落实医疗核心制度，加强医疗质
量控制和抗生素临床使用管理。推进临床路径管理，建

成多学科协作诊疗中心２３个。新增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５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３个。市第四人民
（肿瘤）医院评定为三级乙等肿瘤专科医院。集约医疗

急救资源，实行非医疗急救服务社会化。完善血液供应

保障体系，继续保持“国家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

七、基层卫生

出台常州市《“十三五”城乡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与发展规划》，规划鼓励支持各地组建区域性基层医

疗卫生中心。落实常州市卫计委等６部门《关于进一步
深化城乡基层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完善财政补助方式，实行核定任务与定额补助挂钩、适

时动态调整的办法，适当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

资总量调控水平，奖励性绩效工资提高到６０％，也可完
全自主分配，机构主要负责人绩效工资年薪水平可提高

到单位年人均绩效工资水平的１５０％ ～２３０％。允许签
约服务的全科医生按规定获取合理报酬。继续深化乡

村一体化管理，镇卫生院领办村卫生室比例保持

１００％。新西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２０１７年年底投
入使用，北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正式开

工。新建成１０个市级基层医疗机构特色科室、５个省
级基层特色科室，并获省９０万扶持建设资金。新北区
三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卫

·９３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生服务中心被评为省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溧阳市、

金坛区、武进区、新北区４个涉农地区２４９４９３名居民
与乡村医生签订服务协议，１８７８５人签订个性化服务协
议。在城市，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新增４个服
务模式创新建设单位，５９１７名居民与家庭医生签订个
性化服务协议。开展常州市最美乡村（社区）医生评选

活动，４人获“江苏省优秀基层医师”称号，１２人获常州
市“优秀乡村（社区）医生”称号。组建常州基层卫生代

表队参加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３人分
别获个人组农村医疗二等奖、城市医疗三等奖和社区护

理三等奖，团队获团体优秀奖。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才

遴选工作，申报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１５０名。
八、妇幼健康服务

编制《常州市“十三五”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市妇女“两癌”（乳腺癌、宫颈
癌）筛查１７．９万人，超额完成１５万人年度目标；农村孕
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１０５８５人，农村妇女补服叶酸预防
出生缺陷叶酸补服 ２０６３７人。全市孕产妇接受艾滋
病、梅毒和乙肝检测４３２５７人，检测率１００％。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服务覆盖率９０％。继续深化区域妇幼
健康联合体建设，采取专科共建、开设联合病房、远程会

诊以及项目协作等合作方式，探索市县（市、区）一体、

县、乡、村一体的管理模式，市妇幼保健院和 ６个县
（区）妇幼保健机构各选择１个重点科室开展妇幼健康
联合体建设；组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金坛区、

武进区、天宁区和钟楼区完成妇幼保健所与计划生育指

导中心的整合。实施妇幼健康项目分级服务，逐步完善

基层首诊、分级服务、双向转诊的妇幼健康服务分级诊

疗模式。常州市获江苏省妇幼保健科研项目３项、妇幼
保健新技术引进奖２项，武进区和钟楼区成功创建江苏
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

九、综合监督

开展医疗机构肠道门诊、医疗废弃物处置、传染病

报告管理及消毒剂生产企业的专项检查，加大汛期传染

病防控力度。全市共监督检查医疗机构２７４户，责令整
改１３１户，立案处罚８起。先后开展二类疫苗预防接种
及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全市７家疫病预防
控制机构、包括９５家二类疫苗在内的全市１１４家预防
接种单位全部纳入检查范围，均未发现“问题疫苗”和

非法渠道购进疫苗情况。１９０家试点医疗卫生单位综
合评价工作全部完成，评定优秀单位３６家、合格单位
１４８家、重点监督单位６家。参与并完成国家卫计委监
督中心《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监督监测指南》部分

项目编制任务。对教学和生活环境、生活饮用水、传染

病防控、健康教育、校内公共场所等内容进行全面检查。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市区联动开展食品安全标准

“四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３６场
次，发放材料８０００余份，公众调查３５０份。开展为期
４个月的《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专项监
督检查。出动卫生监督员３７６人次，检查全市职业放射
相关单位１８０家，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出具卫生监督意

见书３８份。
十、爱国卫生

全市健康社区、健康促进医院、健康促进学校创建

率分别２７．８％、１００％、５７．９％，１２家医院建成国家级健
康促进医院，１５家医院建成江苏省健康促进医院，全市
健康促进医院建成率６５％；天宁区创建成江苏省健康
促进区，健康创建实现广覆盖。全市累计建成健康步道

６１条、健康小屋１０６个、健康主题公园（广场）３５个。市
卫计委、教育局等１０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公共场所控烟
专项监督检查，共出动检查员４４７人次、车辆２０７台次，
检查各类单位５５５家，下达整改意见书４７份，罚款单位
４家，罚款金额１万元；举办首届中医戒烟百日行公益
活动，印发控烟宣传海报 ９０００份、控烟宣传鼠标垫
５０００个；开展“用我一支棒棒糖，换您少抽一根烟”活
动。开展以春、冬季灭鼠、夏季蚊蝇消杀和灭蟑为重点

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全市共修缮、新建毒饵站１万多
座，发放灭鼠饵剂５０００千克；下发蚊蝇消杀药物４０００
千克；下发灭蟑颗粒剂１．８万包。通过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省先进城市四项达标（灭鼠、灭蚊、灭蝇、灭蟑）复审

确认。全市印发健康教育宣传海报１２万份、新版健康
素养知识宣传折页２万册。

十一、药事管理

完成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

药品市级价格谈判工作，确认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

利中标药品共６９０个。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要求开展
医疗机构药品、耗材、试剂网上采购工作。举办２０１６年
度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培训班和基层医疗机构抗菌药物

合理使用管理培训班，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全市二级以
上医院（除儿童医院、各医院儿科外）全面停止门诊患

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完成麻醉药品和一类精药品联

合监管平台建设。开展药品、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检

查，督促各医院进一步加强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管理制

度建设，健全质量管理体系，确保用药用械安全。

十二、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修订《常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办法》，出台《常

州市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出台《常州

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再生育审批工作的指导意见》。依

托基层工作网络，人社、民政等部门信息共享端口，动态

掌握群众婚、孕、育等信息，加强对重点人群的信息采集

和数据核查，及时掌握相关情况。“常州掌上计生”ＡＰＰ
全面启用，实现生育登记信息网上受理、查询、反馈，方

便群众办理，定向提供优质高效婚育健康优质服务，同

时实现照顾生育等计生各类办证事项的实时进度查询。

建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况监测制度、政策实施情况月

报制度和情况动态分析制度。

十三、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联合民政、财政、人社、房管等１０个部门出台《进一
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意见》，在公益

金、签约式服务、亲情化服务等方面优先优惠，形成具有

常州特色的关怀扶助新模式。２０名女律师组成志愿律
师团队，成立“失独”家庭法律援助工作站。各辖市区

·０４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司法部门和卫计局现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实现全市计

生特殊困难家庭（“失独”）法律援助工作的全覆盖。开

展１５２场幸福家庭创建活动，推进幸福家庭创建工作。
十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开展送温暖活动，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进行摸底

调查，通过 “亲情牵手”等结对帮扶活动，组织爱心妈

妈、爱心家庭牵手留守老人、儿童，帮助解决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让远方亲人安心在外工作。对计生（含

流动人口）困难家庭，每户送救助金和生活用品。免费

为３０００余名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开展“两癌”筛查。在
雕庄街道开展“同心齐助四品新城 携手共建幸福家园”

为主题的２０１６年流动人口关怀关爱大型广场宣传咨询
服务活动，在竹箦镇中心小学开展“关爱儿童健康　为
成长护航”为主题的关爱活动。下发《关于做好流动人

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的意见》，开展

“关爱女性，关注健康”和“情系双丝带 健康三月行”两

癌义诊公益活动。利用常州卫生计生网和常州健康微

信公众号，为流动人口提供网上健康咨询和挂号服务，

已成功上线推出《哮喘》《防暑》《肠炎》《肺炎》《流感》

《预防儿童意外伤害》，并被国家流动人口健康促进优

秀产品征集入用，刻录光盘３００盘下发流动人口集聚村
（居）、企业和市场，制作并印刷流动人口宣传折页 １０
万份，下发各辖市（区）。９月６日，“安徽省—江苏省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区域协作常州工作站”在钟楼区邹区

镇正式挂牌并签订两省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区域协作协

议。同时“安徽省—江苏省常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

会联合会”“常州市皖江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中国共

产党安徽省裕安区驻常州市流动人口委员会”挂牌，至

此，安徽在常州建成第一个“四位一体”的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区域协作工作站，架起流动人口区域协作新桥

梁，筑起为安徽籍群众服务新平台。

十五、科技教育与人才建设

２０１６年，全市卫生部门医疗科研课题入选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１０项、省自然基金项目２项，省科技计划项
目５项、常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４５项、省卫计委医学科研
项目７项、常州市卫计委科技项目５８项，共获外源经费
资助１２７６万元。常州市肿瘤医院获省科技进步奖
１项、江苏省卫计委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８项，其中一等
奖２项。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刘小明博士《人毛囊
Ｔｅｌｏｃｙｔｅｓ分离及功能特性研究》获得中华医学会—欧莱
雅中国人健康皮肤／毛发研究项目资助经费，中华医学
会心身医学分会首个整体健康临床研究基地在市二院

阳湖院区正式落成。２０１５年度１４名省、市卫生人才考
核Ａ等，下达培养及奖励经费２３１．８万元；３个重点学
科考核优秀，下达建设经费４３０万元；下达２０１５年度国
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基地、

黎介寿院士工作站、省双创人才、博士培养等人才培养

资助经费１８５万元。２０１６年，常州卫生系统获准开展
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继续教育项目分别为 ３９项、６８
项、１５５项。各级各类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完成率
９５％。指导、协调市第二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联合申

报建成南京医科大学常州临床医学院。加强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建设，争创国家级示范基地。２０１６
年所有新录用进入基层医疗机构临床岗位的本科生全

部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新招录西医全科学员６３
名；２０１３级６６名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学员培训结业，
每个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４名以上培养
合格的全科医生。完成２０１６年度６５名农村订单定向
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任务，培养本科生４５名、专科生
２１名。年内，１人获省政府特殊津贴待遇，２人成为省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８人入选市突出贡献人才，申报
“双创”博士１名。３人获省第十三批“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资助，１１人获江苏省卫生国际交
流支撑计划项目资助赴国外研修。

十六、中医药管理

２０１６年，张志坚和周玉祥两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确认，程子俊省

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被省中医药局验收为优

秀，武进中医医院王耀峰成为第二批省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有２人被评为全国优秀中
医临床人才，１人完成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并通过考核，１０人被纳入市级基层名中医培养。完成
第二批省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农村优秀

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对象年度考核、２０１６年度中医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获准开展国家级中医药继教项

目２项、省级中医药继教项目１０项；举办名老中医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学习班，１４０多人参加学习。新增２个镇
卫生院示范中医科。组织实施第六届中医药健康巡讲、

２０１６年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承办省级巡讲２场。
开展孟河医派传承情况调研，加快发展中医药医养结合

服务。

十七、纪检监察与职业道德

制订《２０１６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常州市
卫生计生委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充分发挥政风热

线、问政常州等广播电视栏目以及１２３２０、１２３５６卫生计
生服务热线作用，主动查找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参加

全省医疗机构出院患者满意度第三方评价工作。调查

１８００出院患者，２０１５年全市医院平均综合满意度
９３７９％，比上年提高１．４３％，制订《关于对委管党员领
导干部进行谈话函询的暂行办法》，严格落实函询、约

谈、诫勉谈话工作制度，对发生违规违纪的单位领导进

行诫勉谈话。围绕卫生计生领域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招

标采购、项目建设、干部选拔任用等容易滋生腐败的领

域和环节开展专项督查。开展高值耗材使用管理专项

督查。以实施“贯彻落实两部法规，强化纪律建设”工

程为抓手，组织开展学习“两个条例”知识竞赛，借助

“清韵讲坛”学习平台和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培训的契

机，组织委属单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学习。

（黄志娟）

·１４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溧阳市

概况　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２５２家，卫生计生总人员５３１１人，其中卫技人员４１６０
人。卫技人员中有执业（助理）医师１８４６人，注册护士
１６７３人。实有床位２９５６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
疗３０１．７万人次，医疗机构总收入１８９９８３．９万元。

基础建设　完成基本建设投资２．３５亿元，其中总
投资１２．２亿元，建筑面积１８．５万平方米的市人民医院
新院建设完工；总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４５００平方
米的南渡镇中心卫生院精神科扩建项目已进入内外装

饰阶段。竹箦镇中心卫生院建筑面积４５００平方米、投
资２０００万元的住院大楼完成施工招标。

医学教育与科研　全市卫生计生系统科教人才专
项经费使用３００余万元。全市科技项目立项数１６项，
其中：省中医药局１项，常州市卫计委５项，溧阳市科技
局１０项；获各级各类科技进步奖３项；科研成果鉴定７
项；委托评审１１项溧阳市医学新技术引进项目，共８项
获奖；发表ＳＣＩ（Ｅ）收录论文３篇、中华系列论文３篇；
发明专利１项、实用新型专利２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与苏州大学签署预防医学教学科研合作协议；市中医

医院开办研究生学校，首招４３名研究生；４家卫生院与
南京、常州两家三级医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

流等方面广泛合作。市人民医院５个临床专科创成常
州市级临床重点专科。目前有省级重点专科１个、省级
特色重点专科１个；常州市级共建重点学科１个、常州
重点专科４个、常州市级特色重点专科４个。推优高层
次人才，市中医医院肾脏病学主任医师潘荣华被确定为

“常州市卫生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市中医医院中医内

科学（中医脑病）主任中医师黄赛忠、市人民医院心血

管病学副主任医师钱志宏被确定为“常州市卫生拔尖

人才培养对象”，并通过常州卫计委年度考评。选送１２
名优秀毕业生到上海参加规范化培训工作，２５名上海
规范化培训学员结业顺利到岗，参加上海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人数累计１３２名。镇（区）卫生院从事临床医师
岗位的新录用医学本科生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１００％。全面完成戴埠、南渡和社渚３家镇中心卫生院
的１３名院长、副院长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挂职培训
任务。完成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２２项（国家级１项、省级
４项、市级１７项）。市人民医院有３项江苏省城乡基层
适宜卫生技术项目，中医医院积极开展１０项适宜技术
推广应用。

医政医管　市级医院全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
病房，有 １９个病区被评为“常州市优质护理服务 Ａ类
病房”。开展“５·１２”护士节主题表彰活动，表彰５个
优质护理服务团队、６个优秀护理团队、１０名优秀护士
长、３０名优秀护士。南渡镇卫生院刘明佳获省基层卫
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三等奖、常州一等奖。联合市环

保局、卫生监督所做好全市医院“两废”监督管理，市疾

病控制中心完成全市消毒物品监测工作。开展全市２７

家医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备案管理工作，组织

专家进行现场审核。市人民医院通过“院府合作”模式

与江苏省人民医院共建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建立

以理事会、监事会为架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将按照“一

体化、同质化”发展思路，三年内，把溧阳分院建成三级

乙等综合性医院，成为苏皖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县级

品牌医院。对２１家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三险合一”医
疗责任险投保工作，同时将全市４００余名村医纳入医疗
责任保险。２０１６年，２家市级医院与９家乡镇卫生院签
订了对口协作机制，重点在人才培养、医疗技术等方面

开展全方位合作。市中医医院与中大医院、马垫卫生院

与南京口腔医院、南渡镇中心卫生院与德安医院建立医

联体合作关系。戴埠镇中心卫生院与常州一院建立医

联体合作关系。社渚、戴埠、南渡三家镇中心卫生院与

常州二院建立医联体合作关系。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

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灭菌，医疗废弃物管理、超范围

执业、超范围开展手术及使用非卫技人员等违法违规案

件的查处力度，开展打击非法制售和使用注射用透明质

酸钠、玻尿酸等行为的专项行动工作。溧阳市中医院创

建三级医院通过常州市级初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滕皋军教授工作站”成功落户医院，肾内科建成省级

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南渡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被评为

江苏省基层示范中医科。戴埠镇中心卫生院、天目湖镇

卫生院、南渡镇中心卫生院、社渚镇中心卫生院、天目湖

镇平桥卫生院通过中医馆建设项目市级评审。溧城镇

马垫卫生院通过常州市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的评审。

２０１６年举办大型无偿献血宣传活动１０次，９１４２人参
加无偿献血，献血量１５３２１单位，较上年同期增加２６３
人和４０２单位；满足了临床用血需求。实现临床用血
１００％来自无偿献血，成分用血比例达１００％。

卫生保健　全年共新建村卫生室１１家，改扩建村
卫生室１家，其中５个村卫生室建设纳入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项目。开展乡村医生基本医疗及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培训，２４名年轻乡村医生到获得“江苏省示范乡镇卫
生院”的基层卫生机构临床科室及防保科进行实用技

能进修，２名乡村医生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修。定
向委托培养农村医学专业中专生４０名。与市总工会联
合组织举办以“竞技练兵，展我风采”为主题的基层卫

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溧城镇马垫卫生院中医

针灸推拿科、社渚镇中心卫生院中医骨伤科通过常州市

级评审、命名，溧城镇马垫卫生院口腔科被推荐为省级

乡镇卫生院特色科室建设单位。启动“群众满意的乡

镇卫生院”创建活动，戴埠镇中心卫生院、社渚镇中心

卫生院创建成 “全国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按人均５５元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
费。完成溧城镇奥体花园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

有序开展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住院分娩补助

３０７７人，补助率 １００％；叶酸服用 ４０５２人，服用率
１００％；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１００％，阳性
病例均得到随访和治疗；完成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２６０７２人。２０１６年免费婚检率 ９１．０４％，产前筛查率

·２４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８３．８９％，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２．１２‰，婴儿死亡率
１．８５‰。孕产妇保健管理率和儿童保健管理率分别
９８．６９％、９９．３％。避孕药具不良反应报告１００３例，完
成全市病残儿医学鉴定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

工作。

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　 全年开展儿童免疫规划疫
苗免费接种１６．６万人次。及时有效处置３起传染病疫
情、３起食物中毒。开展中央补助地方慢性病防治项
目，慢性病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全市累计建立电子健康

档案７０３１６２人，电子建档率９２．４１％，６５岁以上老年人
录入健康体检表８３２２９份，电子健康管理率７４．４５％；
高血压、糖尿病管理人数等指标均达到上级要求。建成

溧阳首个健康主题公园。在全市中小学中建立学生健

康监测网络直报系统，共收集７６所学校共８８７２２名学
生的基础资料，因病缺课网络直报上报率９５．２７％，非
零报告率２３．３６％。对３６所农村中小学校开展教学生
活环境监测工作。对２个市政水厂１４个监测点的水源
水、出厂水、末梢水和１１家农村水厂２２个监测点的出
厂水、末梢水进行监测，监测频次为每月一次，共监测城

市水质样品１５４件，合格１５４件，合格率１００％；监测农
村集中式供水单位水质样品２２８件，合格２２０件，合格
率９６．４９％。监测二次供水样品２４份，合格２４份，合格
率１００％。完善辖区内各级医疗机构一点一档监督管
理档案，并对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实行档案管

理，建档率１００％，建立健全全市辖区内各级医疗机构
卫技人员行医资质档案。完成全市２８家试点单位传染
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合格率为 １００％。为
“两会”“高考中考”“茶叶节”“旅游节”“２０１６年首届
溧阳啤酒美食节”等设置现场医疗点，应急车辆，定点

救治医院，医护人员配备，急救药品准备等。医疗急救

站（１２０院前急救指挥调度中心）正式开通运行，洪灾期
间，累计出动医疗卫生人员２７２６人次；安置点派驻医
务人员，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提供诊疗服务２０９５余
人次；开展环境清理、消杀面积２３８．６４５６万平方米；开
展防疫培训指导１３５０人次，发放防病宣传资料１１万
份。开展卫生应急培训和演练，较好处置１起乙型流感
暴发疫情、１起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暴发疫情，３起食物
中毒事件。

爱国卫生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顺利通过。戴埠镇
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南渡镇创建国家卫生镇通过验

收。新创建省卫生村９个，１８个村通过省卫生村复审。
推进健康元素普及和健康场景建设，在部分镇建设健康

步道和主题公园，全市共建健康主题公园５个，健康步
道１２个，２个健康小屋。全市改厕普及率９８％。开展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科学投放鼠药、蟑药和消杀蚊蝇工

作，免费赠送毒饵站７１００套、１７００千克灭鼠药、５０箱
灭蟑螂药。２０１６年发生洪涝灾害期间，购买４０００袋蚊
蝇消杀药赠送给各镇区和相关部门，并对全市重点场所

消杀工作进行督查和指导。通过省灭蝇、灭鼠、灭蟑、灭

蚊先进城市考核验收。开展城乡健康教育宣传活动１８
次，悬挂横幅１８条，制作及展出展板５６余块，咨询服务

约８０００余人次，发放各类活动宣传材料 １２万余份。
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１０次，制作４３种健康教育宣传
资料，音像播放资料４０套，供基层发放与播放使用。全
市宣传栏累计更新１８９０次，健康知识讲座７６８场，宣
传活动１５０场。举行以“拒绝烟草的危害”为主题的大
型控烟宣传活动；走进市文化小学开展以“用我一颗棒

棒糖 换您少抽一根烟”的校园主题活动。

政策法规　每月定期上报生育服务登记及再生育
审批情况。２０１６年，累计办理照顾再生育２４０件，办理
一孩生育服务登记３６３３件，二孩生育服务登记３３４４
件。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共开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

书１１件，没有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计划生育　完成“十二五”计划生育争创工作。开

展“十三五”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终期评估

及创建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市创建工作。规范实施农村

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

扶助制度。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累计享受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１５５１６人、享受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家庭扶助１１８８人。２０１６年共发放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１４１９．６０万元、独生子女伤残
死亡家庭扶助金７６４．７３万元。制订《溧阳市推进流动
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意见》《关于

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的实

施方案》《溧阳市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管理工作方案》。

全面启用流动人口卫计服务管理新系统。年内先后与

安徽省泗县、广德县二地卫计委协商，通过双方筹备，分

别在溧城镇的新联村和天目湖镇的东陵居委会成立泗

县及广德县驻溧阳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溧阳作

为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点之一，

顺利完成第二阶段样本框、第三阶段调查对象花名册编

制、第四阶级抽样工作及入户调查。溧城镇马垫村、钱

家居委会两个样本点共完成４０份个人问卷和２份社区
问卷。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质量反馈报告，溧阳市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质量位于全国第２９位。
（殷向志　黄　娇）

金坛区

公立医院改革　调整金坛区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
印发《关于推进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实

施意见》和《常州市金坛区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方

案》。开展集团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帮扶。重点推

行按病种付费与总额预付相结合的混合支付方式改革。

确定４５种疾病７２个“单病种”、２０种疾病２５个按“日
间手术”病种收付费。

医疗服务　门急诊总人次 ２１５万人，住院患者
６３２万人次。区人民医院顺利通过县级公立医院二甲
复评。区人民医院与上海、南京、常州三级医院开展多

项技术合作。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与省人民医院建立

技术合作。薛埠中心卫生院创建成国家群众满意的乡

·３４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镇卫生院，城东卫生院创建成省示范乡镇卫生院。儒林

镇五叶村、尧塘街道西华村和迎春村、西城街道涑渎村、

朱林镇唐王村、直溪镇溪滨村６个村卫生室创建成江苏
省示范村卫生室。金城镇元巷村等７个村卫生室创建
成常州示范村卫生室。加强临床专科和中医药服务能

力建设。区人民医院普外科和骨科通过常州市临床重

点专科评审。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创建成省级中医重点

临床专科，成为该区第一个省级中医重点临床专科。中

医医院骨科、心内科创建成常州市级中医重点临床专

科。儒林卫生院创建成省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馆”，水北、朱林创建成常州市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

完成无偿献血６８０１人次，采集全血１６３．７万毫升。实
现辖区内临床用血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血液成分制备
使用率９９．９％，全面实施酶免和核酸检测。

医疗机构建设　制订《“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
展规划》和《金坛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开工建

设金坛区第一人民医院、金坛血站、茅麓卫生院西分

院原址新建、直溪中心卫生院门诊医技楼新建项目。推

进金城镇卫生院、薛埠中心卫生院、指前卫生院、茅麓卫

生院建设前期工作，并纳入年度重点建设项目。

人口与计划生育　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联系单２５８１
份，二孩生育服务联系单１７６３份。发放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金１００．８９万元，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金２０５２．１９万元，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８７７．３４万元，城
镇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金１８．７２万元，持证退休企业
职工一次性奖励金１０５９．４８万元，公益金４．８０万元。
年内新发展２家常州市级生育关怀帮扶基地，４家区级
生育关怀帮扶基地，薛埠镇上阮村帮扶示范点创新出

“项目帮扶基地＋创业培训”的服务模式。建设成常州
市级春晖家园示范基地 １个，流动人口“康建驿站”
２个，创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市场１个和１０家区
级示范企业，建设成１个“留守儿童之家”

科技人才　招录医学类专业硕士研究生１５名、大
中专卫技人员８０名。签约１９名本科层次和６名大专
层次的农村定向委培考生。完成３６名区基层卫生骨干
人才遴选工作，推荐２４名省基层卫生骨干人才。申报
第五期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６人。区二院获省
级科研立项１项；区人民医院获得常州市医学新技术引
进奖２项。区疾控中心获常州市卫计委指导性项目
１项。金坛科技计划项目立项６项、指导性项目５项。
２０１６年度获金坛科技进步奖９项。其中一等奖１项；
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５项。发表 ＳＣＩ论文６篇，中文核
心论文８篇。委托培养农村医学专业乡村医生３１名。
完成２０名乡村医生务实进修工作。组织１１０名乡村医
生参加初级急救知识培训。

疾病预防控制　圆满完成项目十二大类４５项工作
任务，项目资金使用合规率１００％。持续开展慢性病社
区综合防治，全区已建４０个慢病自我管理小组，社区覆
盖率３５％。全区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９８．７４／１０万，较
２０１５年同期下降５．４６％。全年累计查螺５９０．６０万平
方米，完成省级血防重点工程１项，创建成省级卫生应

急规范区。做好抗洪救灾工作，发放健康宣传材料８．１
万份，开展消杀面积５１８万余平方米。

卫生监督　开展各类法律法规培训７次。推行公
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全年共抽检经营单位公

共用品用具６８家，合格率８５％。组织开展联合打击非
法行医专项行动 ２次，共立案查处 １１起，移送司法
６起。

妇幼卫生保健　整合孕前优生检查与婚前检查，实
现“双查合一”。建设高危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中心，

规范高危产妇的会诊、转诊和救治。全年孕产妇死亡率

０，婴儿死亡率１．６８‰，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９４‰，出
生缺陷发生率２．４６‰。

卫生计生信息化　制订《“十三五”健康信息化发
展规划》。推进“智慧健康工程”，开展家庭医生移动管

理服务平台、居民健康卡应用系统、健康自助管理微信

ＡＰＰ等三项内容的软件研制、测试工作。完成金坛区卫
生信息系统三级等保测定。完成所有村卫生室铜改光

工程，对村级网络进行带宽提升。开展平台省级测评，

推进综管平台应用。完成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

互通，完成省数据上传的工作。推进区域远程医疗中心

建设。完成区域病理系统、区域心电系统建设。

爱国卫生　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全面巩
固省卫生镇村创建成果，直溪镇江苏省卫生镇复审确认

通过，薛埠镇东窑村等６家江苏省卫生村省复审确认全
面落实。在全区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健康机关、健康

宾馆、健康商场、健康农贸市场创建活动，区常州市级健

康促进医院创建实现全覆盖，区人民医院成为首家省级

健康促进医院。开展健康巡讲、讲座９６场次。编印健
康教育手册、折页等宣传资料２０万册（张）。组织开展
健康素养干预及监测工作。开展戒烟咨询热线和戒烟

门诊等服务，落实好中医医院国家级项目戒烟门诊治疗

工作和“中医戒烟百日行公益”活动。全区农村无害化

卫生户厕普及率９９％。除“四害”四项达标通过省级考
核，开展“四害”密度监测，建成灭鼠毒饵站１６０２６个。
全年监测区级水厂４次，监测农村水厂２次，采样检测
农村自来水水样４８份，合格４８份，合格率１００％。

药品采购　金坛区药品医用耗材管理中心共组织
基建工程、后勤物资、办公用品和医疗设备采购１３８次。
其中，竞争性谈判２９次，询价８７次，公开招标１１次，单
一来源１１次。采购预算总价２８００．８２万，实际招标总
价２４８１．５４万，节约资金３１９．２８万元；组织２２个项目
的国际招标，预算总金额 ３５６６万元，中标总金额
３１９９．５万元，节约资金３６６．５万元。医用耗材和中草
药共采购１００８８万元，其中通过网络平台采购医用耗
材６７４０．９万元；组织药品采购４７次，药品网上总采购
品种６１８个，采购金额８１１２万元。年底全面实行１６家
医疗机构的医用耗材和部分药品通过采购监管平台实

行网络平台采购，实现医用耗材采购纸质合同向网上平

台集中采购的转变。

（朱慧华）

·４４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武进区

人口计生　办理生育服务联系单１０２６５例，受理
城镇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１４５对。为５３３３７人次发放
农村奖扶金２５６０．１７６万元，为１８１１名特扶对象发放
特别扶助金１２７２．１８万元，为５４９７名企业持证退休人
员做好一次性奖励登记，为１１７２９名持证退休人员发
放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金４２２２．４４万元。为１７００
对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开展常州市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示范市场创建活动，通过流动人口基本公共

卫生计生均等化服务管理工作省级督导评估。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区无甲类传染病发生，乙类传
染病发病 １５０８例，发病率 １０５．０／１０万，较上年下降
２９％。完成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暴露人群血清检测
１２０人，确诊病例１例，按照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规范
处置。肠道门诊登记患者８５４０例，开展霍乱检索１６２９
例，无霍乱病例报告。报告麻疹疑似病例７９例，确诊病
例１２例，开展应急接种１８４６人。报告手足口病３３２３
例（其中重症病例４例）。登记狂犬病暴露人群２５０４９
例，有效处理率１００％。发生在学校和幼托机构传染病
聚集性疫情 ８０起，规范处置率 １００％，较上年下降
８０％。规范及时处理传染病预警信息２０９条。发现肺
结核患者４９９例，其中阳性患者１２９例。完成血防查螺
调查面积８５７．５万平方米，查到有螺条块１个，有螺面
积１２００平方米，解剖活螺４只，药物灭螺面积３．５万平
方米。被江苏省政府血地防领导小组确认为血吸虫病

消除达标县（市、区）。全区完成老年人健康管理

１３１９６５人，老年人健康管理率７９％。管理高血压患者
１３２７８９万人、糖尿病患者３００６１人，健康管理率分别
４５％、２６％。对全区低保精神患者提供每人每年 １３００
元药品补助，定期为免费服药患者做好药物发放工作。

全年免费接种一类疫苗４２５８２２针次。开展儿童窝沟
封闭治疗９９３９人。开展夏季汛期防疫消杀工作，派出
卫生防疫人员９７６人次，清理各类垃圾５０３６吨，环境
消杀３６２万平方米。

爱国卫生　湟里镇、礼嘉镇于１０月通过国家卫生
镇暗访复审，南夏墅街道通过省级卫生镇复审，２０１１年
命名的２２个江苏省卫生村通过复审。举办健康知识讲
座１０４１场、健康生活方式主题巡讲１８场。组织居民
网上健康素养知识测评，累计参与测评居民２３万人次。
完成国家健康素养与烟草流行现场监测点监测任务，武

进中医医院创成江苏省健康促进医院，漕桥、坂上、牛

塘、礼河、横林、洛阳、遥观、横山桥、芙蓉、东安、嘉泽、成

章、丁堰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成常州市健康

促进医院。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新建灭鼠毒饵站

１万多个，投放鼠药２．６万千克、粘鼠板３万多张。
卫生监督　严格各类卫生行政许可证发放和复核，

新发３４１张，复核 ２０１８张。开展传染病防治卫生监
督，督查医疗卫生机构４２家。监督检查学校卫生１０７
家次，对４２家卫生计生机构控烟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对

７家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和零售市
场开展监督检查。完成辖区内集中式供水单位及二次

供水单位的监督检查。查处取缔取缔非法行医场所

６１２户次，向公安机关移送非法行医案件２２件。推进
“五小”（小餐饮店、小浴室、小网吧、小歌舞厅、小旅馆）

行业长效管理，对１９２０余家“五小”单位开展轮回式检
查。完成区“两会”、中高考等全区重大活动医疗卫生

保障任务４０余项。
农村卫生　遥观镇卫生院创成省级示范乡镇卫生

院，湟里镇北隍村卫生室、前黄镇农场村卫生室、雪堰镇

共建村卫生室、芙蓉镇西柳塘村卫生室被省卫计委确认

为省级示范村卫生室。湟里镇卫生院院长刘玉春被中

国农村卫生协会表彰为第五次全国乡镇卫生院优秀院

长。新改扩建村卫生室８家。在全区２个街道、１１个
社区、１１个乡镇、６４个村的卫生室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
务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单位逐步向辖区内所有行政村

（社区）推开，全区全年共签约居民３．０５万人。公开招
录大学生村医１８人，驻村护士１７人。农村医学人才免
费定向培养３人。

妇幼保健　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发放《出生
医学证明》１５８０７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实施补助
４４２３人，补助金额２１９．６６万元；孕前孕早期妇女补用
叶酸１００７９人；妇女“宫颈癌”检查 ４４６４０人，“乳腺
癌”检查４５３１９人，查出宫颈癌１８例、乳腺癌１３例；开
展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阻断项目，共检查孕产妇

２５５９１人；免费婚检１４０７６人，婚检率９６．０２％。全区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７．２８％，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６．０７％，无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率２．０５‰，创成江苏
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

医政管理　整合基层卫生资源，整合雪堰镇卫生院
与雪堰镇潘家卫生院，成立雪堰镇中心卫生院。撤销丁

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入潞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成立武进区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累计组建医

疗联合２６个，实现乡镇卫生院医联体运作模式全覆盖。
双向转诊操作系统全面推开，完成区域病理诊断中心建

设。联合区总工会、区团委举办区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

技能竞赛。武进人民医院创成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武

进中医医院开展三级中医医院持续改进活动，通过省中

医药局大型中医医院巡查，武进中医医院儿科创成省级

中医重点专科，洛阳镇卫生院、前黄镇卫生院中医科创

成常州市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

医学科技与教育　全年科研立项２７项，科研项目
获省、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２项、常州市科技进步奖
２项、武进区科技进步奖 ９项。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
７项，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３４５篇。公开招聘各类
卫生人才２７５人，其中高层次和紧缺专业人才４９人、一
般工作人员７８人、同工同酬人员１４８人。被市卫计委
确定卫生领军人才１名、市卫生拔尖人才６名。启动基
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工作，首轮遴选出４１名省级优秀
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和１００名区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
规范化培训新招录全科医师学员４４人。中以合作远程

·５４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医疗心电监测常州试点项目在武进人民医院南院启动。

中瑞运动神经元病国际合作研究中心在武进人民医院

成立。承办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重症肾
脏专题会暨常州市急诊、重症及灾难医学学术年会。承

办第十四届“金陵内分泌与代谢病论坛”。

基础设施建设　武进人民医院外科综合病房楼项
目进入地下室施工阶段。武进中医医院综合大楼主体

工程封顶，进入室内外装饰阶段。

行风建设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廉政教育
宣传月活动，推进“培育良好家风 弘扬清风正气”系列

项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基建工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

理和医药购销领域等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的日常

监管。开展“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创建活动，

洛阳镇卫生院、雪堰镇潘家卫生院达到“群众满意”的

建设标准。在全区２３家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出院患者满
意度问卷函调，群众综合满意度９７．５％。

（郑冰研）

新北区

医政　编制《新北区“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规划》，谋划全区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出台《进一步深

化基层医疗卫生改革的实施意见》，加快建立和完善

“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运行新

机制。修订完善年度基层单位绩效考核体系，考核结果

与财政补助资金和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挂钩，拉开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绩效工资总额差距，鼓励多劳多

得，优绩优酬，加大基层单位绩效工资自主分配力度，明

确将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重提高到６０％，可按不超过
基层单位考核年度收支结余的 ６０％提取职工奖励基
金，纳入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统筹分配，对开展签

约服务的基层医生允许根据相关协议获取合理报酬，不

纳入其绩效工资总额。

服务能力　２０１６年，全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共完
成门急诊２７３８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３％；出院３２８７６
人次，同比增长６７％；业务总收入４４８亿元，同比增
长５２％；医疗服务总收入 １９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９％。年内引进和培养中级职称卫技人员６８名，副
高以上职称卫技人员５９名（其中正高９名），公开招聘
卫技人员２２名。开展基层骨干人才遴选活动，共选出
区级骨干人才６０名，其中３０名被评为省级骨干人才。
奔牛人民医院门诊楼新建工程投入使用。启动区精防

康复中心建设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报批，进入施工图审图阶段。

创建工作　西夏墅镇卫生院创建成全国 “群众满
意的乡镇卫生院”；奔牛人民医院创建成“江苏省示范

乡镇卫生院”；三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成“江

苏省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春江镇安宁村等５个村
卫生室创建成“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圩塘糖尿病科

创建成省级基层特色专科；奔牛康复科、薛家口腔正畸

科和三井中医脾胃科创建成市级基层特色专科。组织

开展全区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西夏墅镇

卫生院荣获常州市团体一等奖，春江人民医院白萍代表

江苏省参加２０１６年长三角社区医生高血压糖尿病治疗
用药知识竞赛荣获个人一等奖。

分级诊疗　推进以市四院为龙头的区域医联体内
涵建设，探索紧密型医联体运行模式。三井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正式挂牌市四院三井分院，市儿童医院与安

家卫生院共建儿科等一批专科型医联体相继签约并运

行。推进医联体内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开展专家组集

中查房和门诊处方、住院病历质量点评。制订《新北区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施意见》，全区１４家基层单
位完成家庭签约３５万户、覆盖１２３３万人，全人群签
约率１８０１％，重点人群签约率４１３５％。

为民办实事项目　区政府继续实施第三批１５个村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达标建设工程。除部分村卫

生室确因土地利用规划限制未能如期建设外，新桥镇朱

家、河海街道富都等１０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已全面建成投入使用。区财政落实专项配套资金４０５
万元全部下达到位。

卫生信息化建设　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完成二期
建设任务并通过阶段性验收，三期项目正加快实施。基

层单位电子病历、患者随访、临床检验、远程影像诊断、

消毒追溯以及公共卫生、妇幼保健等系统模块全面上线

运行。区域卫生综合查询平台初步建立，可以实现对基

层诊疗、公卫服务数据进行实时查询和统计分析，为绩

效考核提供精准依据。

中医药服务　加快推进孟河中医医院建设进程，启
动孟河中医医院中医综合楼规划方案设计。实施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春江人民医院创建成省级示

范中医科，安家卫生院创建成市级示范中医科，三井等

８家基层单位建成省级中医药综合服务区。省中医药
局批复同意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的“西学中”高级研修

班在孟河中医院成功开班。传承孟河医派特色，由中国

中医药学会主办的《国医名师大讲堂》在该区举办。

公卫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经费７４元。传染病防控保持平稳态势，甲乙类传
染病总发病率９９０／１０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人群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６７９％，合格率９１１５％；高血压、
糖尿病、重性精神病健康管理率分别４８６％、３８８％、
９２５％，规范管理率分别８７６％、８４９％、９８６％；儿童
（包括流动儿童）免疫规划预防接种率９９９％。实施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年累计实施孕产妇住院分娩补

助５７０人，完成适龄妇女“两癌”筛查２５万人、育龄妇
女增补叶酸２８３５人，实施艾梅乙母婴传播阻断项目，
开展高价免疫球蛋白接种１１３人，完成儿童口腔窝沟封
闭７３６３人。罗溪镇卫生院作为国家级试点开展心血管
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及综合干预项目，累计初筛４２２８
人，筛查出高危人群１１４０人。

卫生应急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监测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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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值班制度，组织各类应急救援演练演习。落实常外事

件、洪涝灾害医疗卫生应急各项任务，做好 Ｈ７Ｎ９禽流
感防控工作，落实预检分诊、发热门诊、技术培训、物资

储备、免费服药等系列措施，严防疫情传播扩散。

行业监管　履行城市长效管理、文明城市建设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职责，累计抽查公共场所单位１１１２户次。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联合区综治、公安部门执法６１
次，共立案处罚４４起，公共场所案件５起，学校卫生案
件１１起。查处非法行医点７９家（次），其中立案２４起，
移交公安５起。完成各类重大活动卫生保障任务，无安
全事故发生。

计生服务　全年新出生人口７４７０人，其中二孩
２７９８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全区各镇（街道）、相
关部门认真落实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执行计生

“一票否决”制。落实计生奖扶政策，全年累计发放农

村奖扶金、计生特扶金、一次性奖励金２０６３万元。全区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０～３岁婴幼儿免费早教指导、
免费女性生殖健康检查、免费计生药具发放等惠民服务

有序实施，“失独”家庭帮扶项目、流动人口关怀关爱活

动、儿童性侵防护项目得到有效实施，全年累计受益计

生家庭近１２万户，群众满意率提升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６
年共建成１家计生特殊家庭爱心家园、１家流动人口康
健驿站和２个生育关怀帮扶基地。

爱国卫生　以“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携手共建健康
新北”为主题，联合区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团体，针对

中小学生、妇女、职工等群体开展特色健康教育活动，普

及健康知识。全年举办各类大型宣传义诊咨询活动３８
场次，健康教育讲座２２次，共发放各类健康资料６４２９９
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水平稳步提高。奔牛人民医

院创建成市级健康促进医院。以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和

城区环境卫生死角整治为重点，持续开展长效综合治理

行动，共整治重点场所９４处，清理污水沟塘４９０处，清
理垃圾１７４８处，清除死角５３６处，绿化环境６９０处。集
中开展春季灭鼠及夏季蚊蝇消杀工作，加强对食品卫

生、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治的监管，检查单位卫生９０
家。奔牛镇、孟河镇分别通过国家级和省级卫生镇复

审，春江镇顺利创建成国家级卫生镇。薛家镇创建成江

苏省首批健康镇，薛家镇新晨社区、丁家村创建成江苏

省健康村（社区），千红制药等７家单位创建成江苏省
健康单位。

行风建设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化党规
党纪的宣传教育。邀请专家解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在全系统开展

“与信仰对话”主题宣教活动。出台《关于实行领导干

部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对下属因违纪违规被查处

的，将同时追究单位领导责任。对照中央“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国家卫计委“九不准”和局“五条禁令”等

规定，强化卫生计生政风、行风督查，采取专项检查、重

点督查、跟踪调查、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真查、细查、严

查，并及时通报督查情况。深入推进“三好一满意”活

动，不断改进和优化行业作风。三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罗近峰获得２０１６年第二季度“最美常州人·医护
之星”称号，奔牛人民医院马千红获得常州市“医德之

星”称号。

（茅松奕）

天宁区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建立依法执业档案，完成医
师注册和变更１５９余人次，发放《医师资格证书》４３份。
按法定程序设置医疗机构３家。指导、协助红日家园护
理院、同泰护理院、奥克斯集团维思达眼科医院等单位

准备设置申请材料。区卫生监督所新增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及执业许可、母婴保健技术执业许可、医师及护士

执业注册登记等事项。完成执业医师多点执业办结１７
人次，全区８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与市级医院建立了
医联体工作模式，实现技术双向流动和患者双向转诊

制度。

疾病预防控制　全区全年共报告乙类传染病５８６
例，丙类传染病５５２例。完成适龄儿童常规接种９９８６０
针次，一类疫苗接种率９５％；新生儿建卡５７９３人，建卡
率１００％；对４周岁以下适龄儿童开展脊髓灰质炎疫苗
强化免疫查漏补服活动，两轮服苗３５５人次。开展涂阳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工作，筛查涂阳病例密切接

触者１８１人，筛查率１００％，规范处置学生肺结核病例
４例。在青龙、红梅、雕庄、茶山、兰陵５个街道开展查
螺工作，查螺面积２０１３５２平方米，未发现活钉螺。对
监测点的高危流动人群开展血吸虫病监测，受检人数

２０９人，无阳性结果发现。完成新鲜淡水鱼肝吸虫监测
任务，肝吸虫检测６０件次。对２０６家公共场所单位进
行健康相关产品监测采样，采集样品２１２３件，监测覆
盖率１００％。

医政医管　全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统一配备
和使用基本药物，统一实行零差率销售。政府举办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根据居民用药习惯需求，按规定增加不超

过本机构基本药物１０％的非基药。全年基本药物采购
金额５１８６．４万元，基本药物销售金额４８０３．７２万元，
减少群众药品费用支出７２０．５５万元。全区门急诊人次
１１０．３２万，门急诊均次费用８９．８元，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采取机构考核和社区居民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考核，全年组织开展 ２次居民满意度调查，满意度
９７７５％。在红梅、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开
展药房托管，运行正常。

基层卫生　 天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期预防
保健部已于８月１日投入使用。新建北环中心香缇湾
社区预防接种点，移址新建舣舟亭社区卫生服务站。开

展创建中心特色科室活动，基本形成了一中心一特色，

一中心一专科。红梅中心针灸科入选全市基层中医特

色专科建设项目名单，雕庄中心烧伤科、红梅中心口腔

科申报市级中心特色科室。全区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建中医药综合服务区，３０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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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４项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雕庄中心与市一院，
青龙、红梅中心与市二院、茶山中心与市中医医院建立

医疗合作关系，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市儿童医院建立

医联体关系。雕庄、红梅、青龙和北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被确定为省全科医生社区培训基地，并通过考核

评估。

妇幼健康服务　市政府继续将适龄妇女“两癌”检
查工作列为重点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年全区定

点机构完成妇女“两癌”检查１９４１１人，非定点机构完
成８７５５人，合计已完成２８１６６人。实施预防艾滋病梅
毒乙肝母婴阻断项目，提供婚检与孕优一条龙服务，完

成孕优检查１４２２人，其中筛出怀孕高风险１４９人，均
给予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或转诊。全年属地孕期 ＨＩＶ咨
询率、检测率 １００％，住院分娩产妇接受乙肝检测率
１００％，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产妇所生活产数７３１人，全部
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率１００％。

计划生育　全年共办理照顾再生育审批７９８人，孕
优参检对象７１１对，超额完成市目标任务。依法征收社
会抚养费１４例，征收金额８２．４８万元，出生政策符合率
９９．８２％。发放奖扶金 ３５２．５９万元；特扶金额 ５９９．４８
万元。为４４８名特扶对象办理住院护理综合保险。先
后开展以“促进社会融入，建设幸福家园”为主题的“春

风行动”“送服务进企业”“健康伴你行”等系列关怀关

爱活动，惠及流动人口１万余人次。青龙街道彩虹城春
晖家园示范基地、茶山街道华丽达康健驿站建成并通过

市级验收。

中医药管理　全区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０家
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设置中医科，１４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设置超过３００种中药饮片的中药房。开展以“以患者为
中心，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为

主题的持续改进活动，全年中医药服务人次占门（急）

诊服务人次总量的２７．７８％，中医药服务收入占门诊总
收入的２３．７％。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惠民工程”，全
年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中医药科普巡讲”活动１３
场，受众６００余人次。利用雕庄和茶山中心开通的中医
药适宜技术推广网络平台，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面向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科医生，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全年完成培训５００人次。８月份，顺利通过常州市
组织的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督查。

纪检监察　制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的督查考核办法》，从制度上细化卫计系统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依据法规制度、职责权限和行

业特点，对行政审批、公卫资金的分配使用、药具经费使

用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等开展督查。围绕医务人员执业

资质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先后组织开展３次集中督查、２
次暗访巡查和不定期的日常检查，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求相关科室予以严肃查处，督促相关医疗机构及

时整改落实。

（时家华）

钟楼区

医政医管　全区共有医疗机构１２４家，其中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８家，乡镇卫生院２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６
家，村卫生室１１家，门诊部２４家，个体诊所２５家，其他
医疗机构２８家。新增门诊部９家、诊所１家、其他医疗
机构３家。重新调整区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与市第
一人民医院建成区域型医疗联合体，各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结合自身诊疗特色与市级医疗机构建立共

建专科，落实对口支援制度。区政府先后出台《钟楼区

社会资本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及

《钟楼区社会资本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通过公开招募，引进４家社会资本举
办社区卫生服务站。

基层卫生　市妇保院新院、市一院钟楼院区建设项
目主体封顶；西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内部装修

过半；北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完成主体大楼建

设；荷花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常州市幸福天年养

老公寓“医养融合”联合体项目正式启动。全年调整交

流局属直管干部１２名，公开招聘下属事业单位７个岗
位２５名专业技术人员。新增８名上级医疗机构专家赴
该区进行医疗技术帮扶。２２人通过高级职称评审；４１
人通过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８人通过全国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举办市级继续教育项目２项；举办基层
卫生能力提升培训班。实施１２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全年采购基本药物８２０２７万元，销售７７２６３
万元，抗生素使用率低于２０％。规范家庭医生制度，重
点人群签约率９１５％，居民签约率３５４％。门急诊１７０
万人次，探索实施“三位一体”慢病管理新模式。

疾病预防控制　七岁内儿童建卡建证率 １００％。
五苗覆盖率每季度检查一次，共查儿童４５０名，建卡建
证率１００％，五苗覆盖符合率９８３３％。全区２１７７１人次
接受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全区居民建档５１２６４３份，
建档率８３１％；６５岁以上老人建档６９７３６份，管理率
８４０％；登记管理高血压患者６０１３０人；登记管理Ⅱ型
糖尿病患者１６４６７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档１４８３份。

卫生监督　开展执法全过程记录，推进“卫生监督
协管站”的运行工作模式。全年新发卫生许可证 ３７２
张，办理年度复核、换证、变更、注销１３４６张，监督检查
５９４０户次，组织监管单位负责人培训７期，进社区、进
学校宣传１７次，受理投诉举报４９起，实施行政处罚８８
起，对１５３４家公共场所、１０９所学校、１０家母婴保健机
构建立一店一档。重拳打击非法行医，联合执法３起，
查处各类无证行医２６７户次，移送公安刑事处理３人。

妇幼健康服务　辖区爱婴医院孕产妇剖宫产率
３５８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７７２％；孕产妇死亡率０；
婚前医学检查率９９６４％。婴儿死亡率３６３‰；５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４１１‰；新生儿疾病筛查率１００％；３岁以
下儿童健康管理率９５０９％；７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８４２％。为２５４４８名适龄妇女进行“两癌”筛查；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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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体检３５５０７名，入园儿童体检７４６０名。荣获“江苏
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称号。

计划生育　办理照顾再生育一孩审批６１对、《常州
市生育服务联系单》３８８９张、《常州市流动人口生育服
务联系单》７８６张、《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１０２１张、独
生子女幸福家庭保险２１７２份、妇女健康保险９２０份、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保险８７８份，免费赠送健康
宝宝险３１５份，早期教育系列数字电视频道服务 ９２１
户。登记、录入持证退休人员一次性奖励申请信息

２１０７条，城镇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申请信息８９条。
共有３２５６人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
策，１００２人享受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
组织５００对待孕夫妇进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举
办科学育儿、健康指导、咨询义诊等活动２００余场，制作
发放宣传品２００００余份，宣传折页３００００余张。安徽
省—江苏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常州市工作站、

安徽省亳州市驻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联络站落户

钟楼，探索全省首个“双向”服务管理模式。召开区计

划生育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荣获“全国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

称号。

中医药　巩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
成果，提升建设水平和质量。加快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

建设。１０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中医临床科室集
中设置、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综合使用、中医药文化

氛围浓郁并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１００％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能够开展１０项中医药适宜技术，
９２６％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至少能够开展４项中医药适
宜技术；？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率１００％。中医“青苗
培养工程”实施率１００％。

爱国卫生　完成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建设省健康社
区（村）２家、健康单位６家、健康家庭２６家、省健康促
进医院２家。建设区健康单位２５家，无烟单位 ７家。
新增健康步道１条。微信公众号“健康钟楼”推送信息
５１期２０４条，阅读量２８万次。

纪检监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和局党委关
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部署，推进两

个“责任”的落实，举办三期管理干部培训班。

（唐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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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３１７５ ５４ １７．３０ 卫生人员（人） ８９２７６ ５２７９ ６．２８
医 院（个） ２０６ １２ ６．１９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８９２７６ ５２７９ ６．２８
床 位（张） ６３２４１ ３９３７ ６．６４ 乡村医生（人） ７２１６６ ３９８７ ５．８５
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张） ５．３２ ０．３５ ７．０４ 个体开业人员（人）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人） ６．７８ ０．３６ ５．６１

人

口

总数（万人） １０６４．７４
出生率（‰） １１．２０
死亡率（‰） ６．３５
自然增长率（‰） ４．８５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９３２７．６０
门诊人次（万） ８４５３．２９
急诊人次（万） ６９１．４８
住院总人次（万） １７６．６３
出院总人次（万） １７６．１２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７３５５００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３２．９１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比（％） ７４５６５．４５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１８１８２００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６６２９８．６０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２４９．５２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１２１５１．２５

　　２０１６年，全市医院接产新生儿１４．５７万人，较２０１５
年增加３．１１万人，增幅２７．１４％。户籍出生７．５７万，比
上年增加 ２．１万人，户籍出生人口二孩及以上占比
４７２３％；流动人口在苏出生 ７万人，比上年增加 １万
人。户籍和流动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分别 ９９．９５％，
９８．２５％，均在目标范围内。户籍人口出生性别比
１０７．５９。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苏州确立“健康惠民”的医改之路，在分级
诊疗、医疗机构设置、健康综合策略、基层药品配备使

用、家庭诊疗服务价格、家庭医生执业、科教强卫、综合

监管体系及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

列重要文件，形成了推动医改的政策体系。以健康市民

“５３１”行动计划为抓手，推动医改“一号工程”有效落
地，大力推进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

儿五大救治中心建设，确定首批１７家多中心疾病救治
体系建设单位，分别有１０家医院取得国家级胸痛中心
和国家级卒中中心认证。推进“肿瘤、心脑血管疾病、

高危妊娠”三大疾病高危因素筛查试点工作，完成心脑

血管高危因素筛查 ５３４３１人，肿瘤筛查 ８２５人，脑血
管、心脏病高危率分别为１７．０５％、１４．６３％。５０％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开展“六个一”健康管理服务和

“四个一”的能力提升，完成向健康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转型。

二、医政管理

启动“健康苏州·为民务实”持续改善服务三年行

动计划，２０１６年为创新服务年，各医疗卫生机构均推出

一批创新服务举措。２０１６年新确认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１５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４个，新确认中医类
临床重点专业９个。复核确认市级临床重点专科３个。
全市新增精神专业和重症医学专业２个质控中心，总计
市级质控中心为１７个。稳步推进平安医院建设工作，
以第三方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化解医患纠纷为手段，积

极开展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等专项行动。

修订《苏州市献血条例》，对荣获奉献奖的献血者享受

免费园林、免费交通、免费挂号等“三免”政策。出台

《进一步规范互助献血工作的通知》，下达市区医院用

血计划。２０１６年，全市共采集全血１４５３６９人次、４０．７
吨，采集血小板１９０３０人次、２６７４９．６个治疗量；临床
用血３９．５６吨，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比例１００％，自愿无
偿献血比例１００％，推出浓缩血小板，全面开展血液核
酸检测，试点开展人类嗜 Ｔ淋巴细胞病毒监测工作，保
障血液质量安全。严厉打击利用互助献血组织非法献

血的行为。推广自体血回输技术，全市开展自体血回输

２９１８例。在地级市中率先开展临床工作能力考官选拔
工作，举办临床工作能力理论培训及临床实训，组织对

１８家医疗机构１５１名护士临床工作能力成组实境考核
等护士工作能力提升工程。在省内首家确定中医护理

适宜技能岗位培训基地并组织首期培训班，与苏州市总

工会联合组织全市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岗位大赛。新

开设静脉输液专科护士并举办第一期培训班，举办护士

长岗位培训班、护理知识更新班、护理部主任沙龙等。

启动实施基层医疗机构“静脉输液”“糖尿病高血压患

者慢病管理”帮扶。组织静脉输液治疗护理质量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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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优质护理专项检查。举办环古城健步行活动、青

年护士双语读书报告会，专科、资深护理专家健康科普

大型义诊等庆祝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加强重点部门

医院感染管理日常监管，鼓励医疗机构推进开展重点人

群与高危因素医院感染实时监测，组织“口腔诊疗医院

感染管理”回头看，举办医院感染管理口腔治疗医院感

染预防与控制培训班。开展全市血液净化（透析）调研

工作，强化培训和标准解读，组织院感、医疗、护理专家

对全市开展血液净化（透析）技术的各类各级医疗机构

进行专项检查。完成新合力、东方华源社会化集中消毒

供应中心督查，组织对爱心洗涤公司医用织物洗涤消毒

工作现场指导。新增苏州科技城医院急救分站和苏州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急救分站两个站点。启动智

慧急救建设。组织院前急救技能大赛，与苏州市总工

会、苏州市医院协会联合组织全市急诊急救岗位技能竞

赛（团队心肺复苏及高级生命支持）。在民营医疗机构

试点确定３家护理院为急救中心转运服务分站，推进规
范建设工作。

三、社区卫生服务

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卫生院）
１６０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含村卫生室）１１６６家，社区卫
生服务人口覆盖率１００％；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
诊总量４１８８．２９万人次；占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门急诊总量的４５．８０％；出院患者１５．８万人次。落实
１２大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累计建立健康档
案８４８．９１万份，居民建档率７９．９９％，规范管理高血压
患者６９７２３８人、糖尿病患者１６１８６１人。

四、疾病预防控制

着力推进“肿瘤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项目工作，

制订实施方案，规范项目管理。启用“苏州预防接种”

公众移动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在全省率先开发、应

用儿童预防接种信息评价系统，推动全市建立预防接种

全程溯源系统、冷链温湿度自动预警系统和视频监控平

台，启动全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保险补偿工作。２０１６
年，全市甲、乙类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１０２．７５／１０万；
全市居民死亡率７０８．２２／１０万。平均期望寿命 ８２．９０
岁，较上年上升０．０３岁。前五位死因依次是恶性肿瘤、
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损伤和中毒。

五、卫生科研与人才

全面实施“科教强卫”战略，强化学科建设与科技

创新，努力培养医学人才。建成国家级医学重点学科

２个、临床重点专科１６个；省临床医学中心３个、医学
重点学科１６个、临床重点专科７６个；市级临床医学中
心９个、医学重点学科３８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学（专）
科数位列全国地级市前列。４人成为省医学杰出人才，
２０人成为省医学重点人才，１４８人成为省医学青年人
才。现有中华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３人、省医学
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２２人、副任主委员１９人。２０１６
年全市科技立项数：国家自然基金９３项、省部级项目
４９项、市厅级项目１９０项。科技奖：国家级１项、省级
８项，省医学新技术奖 ４２项。专利数：１７８项。论文：

ＳＣＩ收录７３０篇、中文核心期刊发表１７７６篇。建成国
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５个、协同培训基地１２
个，规范化培训水平全省领先。全市１０９１名学员完成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通过考核，新招录学员 １５０６
人；境外中长期研修１２４人；主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９９项、省级继续医学教育１３２项。

六、中医药工作

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完善中医科室

建设，积极开展适宜技术培训，全市９５％以上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９０％以上的村卫生室、社区
卫生服务站能提供中医药服务。积极开展“治未病”工

程，所有中医医院均开设“治未病科”，通过冬病夏治、

冬令膏方等形式开展治未病健康服务，全市中医药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目标人群覆盖率５０％。市中医医院
二期项目完成环评、交评、能评、可研报告编制，建筑面

积８．６７万平方米，预计投入６．２２亿元。吴江市青云卫
生院和常熟市浒浦卫生院通过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

科评审验收。举办苏州市第二届中药师中药鉴别岗位

技能竞赛和并与总工会联合举办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

竞赛。全市共开展“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康巡

讲活动１４９场，授课专家共１５６人，发放资料２８１８７份，
布置展板１５１块，惠及群众１４２８８人次。宣传周期间，
全市参与活动机构８８家；派出医生４３３人，发放宣传
资料３０２１９份（册、页），展示宣传展板１１０６块，惠及群
众２５５２５人次。２０１６年６月，苏州市中医医院和苏州
天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接待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卫生部长论坛参会代表的参观。２０１６年９月，苏州市
中医医院针灸科２位医师赴罗马尼亚图尔恰县开展中
医药对外医疗合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在意大利威尼
斯举办主题为“天下吴医”的中国传统医药吴门医派

欧洲巡展。苏州市立医院成为江苏省第二个中医类别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与考官培训基地。

七、妇幼健康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市孕产妇死亡率４．０５／１０万，婴儿死亡
率２．５７‰，出生缺陷发生率５．３５‰，５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３．５６‰。政府实事进展顺利，“妇幼健康工程”“市区
设立３０家公共场所母乳哺育室”两项惠及妇女儿童的
实事项目入选年度苏州十大民心工程。全市完成乳腺

癌筛查２５０８６８例，宫颈癌２４９１８６例，新生儿２９种遗
传代谢疾病共筛查６３２０６例，公共场所母乳哺育室建
设完成３０家。

八、信息化建设应用

加快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以电子健康

档案和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搭建健康

市民“５３１”核心工作平台，对接心脑血管、肿瘤、高危妊
娠三个筛查系统和健康市民“５３１”智慧急救协同平台，
试点实现院前急救体系与胸痛和卒中专科中心的业务

协同；利用医疗大数据初筛心脑血管、肿瘤等疾病目标

人群，搭建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相关联的高危人群工作

库。建设市级心电平台二期项目，市区两家会诊中心针

对社区的会诊１０９６例；区域远程医疗取得新进展，各

·１５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县区建成区域临检平台６家、区域心电平台７家、区域
影像平台６家。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在市级区域影像平台
上，市级医疗机构影像数据上传１１０万份、市区基层医
疗机构上传４．３万份。

九、爱国卫生和健康城市建设

市政府印发苏州市健康城市“５３１”行动计划，苏州
市被列为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受邀参加第九届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第七届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大会等国际会

议，并在会议上做主题发言。全市新增２项世界卫生组
织健康城市最佳实践奖和１项健康城市联盟颁发的健
康城市创新发展奖，累计达到３０项。新增５７家 ＷＨＯ
健康城市合作中心、江苏省健康单位和社区。开展健康

促进百千万工程，开设健康苏州大讲堂，推进健康主题

公园和健康步道建设，全年新增５家健康教育园、１４个
健康主题公园、２８个健康小游园、４个健康一条街、９１
条健康步道，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２１．７６％。推进公
共场所控烟，组织食药监、交通、文化、旅游、公安、教育

等部门联合开展公共场所控烟督查。新建１个国家卫
生镇。１２个国家卫生镇和１２７个省级卫生村通过逾期
复审。积极推进除害防病，完成汤尤杯、“１６＋１”中东
欧卫生部长论坛等重大活动消杀保障，市区病媒生物密

度控制在国标范围内。开展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

水质监测结果对社会公示。

十、综合监督和食品安全

２０１６年，全市设置监督分所５１个，监督人员编制
５７０人，专兼职协管６７１人。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临床用血、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管理、集中整治“号贩

子”和“网络医托”等系列专项整治活动，检查各类单位

４．８６万户次，立案处罚８０２起，罚没款４３３．３万元，吊销
许可证７户；受理举报投诉１０３２件，处理率１００％；新
发许可证２７５３张；查处无证行医３３７起，移交公安机
关案件２８起，追究刑事责任２０人。全市完成食源性疾
病病例监测３４６０人，生物标本３１３３件，致病因子阳性
检出率１３．４４％。完成本市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食源性
致病菌安全风险监测任务，采集１２９６件样品，检测项
目９５３９项，区县覆盖率１００％。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
传活动１４５场次，组织完成《食品中污染物限量》《食品
中真菌毒素限量》《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以及《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脂肪的测

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跟踪评价任务。

十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工作，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同
步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出台《苏州市生育登记服务

制度实施意见》，简化办事流程，生育二孩无须进行再

生育审批；加强监测预警，建立出生人口信息月报制度，

动态监测出生人口变动情况，科学研判生育政策调整的

影响与效果。２０１６年全市共办理生育登记９６１７０例，
其中一孩登记５１０３２例，二孩登记４５１３８例。再生育
审批共计１５８０例。未出现生育堆积大量释放现象和
政策衔接方面的问题。

十二、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

全市常住人口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７８．５９％；实施
流动人口健康促进５３１行动计划；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率
９５％；２６３２名非户籍人员重性精神疾病纳入管理治疗；
流动人口传染病报告率和及时率１００％；流动孕产妇保
健覆盖率９９．１１％；０～６岁儿童保健覆盖率９８．８９％；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免费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１００％。开
展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系列活动，指导和推进流动人口健

康促进示范阵地建设。依托多种模式的计生协会组织

网络，广泛宣传均等化服务政策。开展流动人口春风行

动。推进双向协作，与安徽铜陵市共建流动人口驻苏工

作站。开展２０１６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苏州市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满意度调查。

十三、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为１４．２５万名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
象发放奖扶金１．３７亿元；为８．３３万名持《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企业退休人员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３亿元（截
至２０１６年，苏州市累计为５７．７０万名持《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企业退休人员发放了一次性奖励金２０．７８亿
元）；为１．３２万名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发放扶助金
９６００万元；为２．７４万名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提
供帮扶资金４５２．４９万元，其中，人身意外伤害险参保
５８３０人，金额８．７５万元；住院护工服务保险参保１４１８１
人，金额３９７．０６万元；公交出行补贴１２５２人次（每人
３６０元），金额４５．０７万元；免费园林年卡６１８４人，信息
维护费１．６１万元。全市建“连心家园”１６９个，组织计
生特殊家庭参加各类关怀活动１１７６８次，基本实现镇
（街道）“连心家园”全覆盖。

十四、市级基本建设工程

苏州科技城医院正式开业投用。市公共医疗中心

的市广济医院迁建项目基本完成外内装饰，市第五人民

医院迁建项目正进行内外装饰。苏大附一院主体迁建

工程二期综合楼项完成工前试桩检测，市独墅湖医院项

目地下结构基本完成，市中医医院二期项目完成环评、

交评、能评、可研报告编制。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项目

正进行内外装饰，市康复医院、市妇幼保健医院、市肿瘤

医院（质子医院）正进行前期筹备工作。

（董　川）

张家港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市共有医疗卫生计生机构 ４２９
个，其中医院４０个、卫生单位５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２２７个、企事业单位卫生所５２个、个体诊所８４个、门诊
部１１个、计生指导（服务）站１０个。全市核定床位总数
６３９０张，常住人口千人床位数５．１１张。全市医疗卫生
计生机构人员总数１１２５８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９２８３
人，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３．０４人，注册护士２．９７人。
全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１１３５．７４万人次，
比上年减少０．２４％；出院患者３１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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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８％；病床使用率８７．４１％；平均住院日９．１天；平均
门诊人次费用１９８元，平均住院人次费用８５８４．４元。
全年“１２０”急救体系出车２５８０３车次，救治患者１８８３９
人次、危重患者 １４８１人次。全市居民平均期望寿命
８２．５８岁，孕产妇死亡率０／１０万，婴儿死亡率２．７１‰。

综合医改　开展医疗机构“转型升级绩效大比
拼”，完善第三方绩效考核机制。制订《张家港市公立

医院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完善绩效工资总

量、院长年薪核定办法。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打造“一

站式”医疗服务新模式。１—１２月门诊人次较上年同期
增长０．８％，出院人次增长４．４％，药占比下降０．８％，平
均住院日下降０．４天。公立医院在苏州市绩效考核中
名列前茅，出院患者满意度继续保持苏州各县市领先。

启动基层卫生改革，出台《关于深化全市基层医疗卫生

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实施镇公立医院市级统筹

管理，整合镇级卫生计生行政管理职能，建立协作专科

８个、联合病房２６个、合作科室２０个。推进区域医疗
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心电、影像会诊中心建成启用。完

成“医疗便民一卡通”政府实事工程，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在全省率先试点向公众开放，门诊电子病历在公立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面应用，公立医院报告自助打

印和共享系统上线运行，微信公众号、手机 ＡＰＰ应用不
断推广。

社区卫生　新改扩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２０家，其
中１５家投入使用；统一规范２０４家服务站的标识标牌
和上墙资料。８家服务站创建成 “江苏省示范村卫生
室”。全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完成门急诊总量３３０．６３
万人次，占全市门急诊总量的３４．３３％。落实１２大类
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健康档案１０３．０４万
份，组建１１５个全科服务团队，６３个全科医生工作室。
全面上线运行电子处方系统，２１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接入市级心电远程会诊系统。南丰、凤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完成国家级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诊疗区（中医馆）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设立６个基层特聘中医专家工作室，
特聘中医专家６名开展师承教学和诊疗工作。大病困
难群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被列为２０１６年１号民生
实事项目，全年共签约２１９４户，签约率９７．９％。

医政管理　年内乐余、锦丰医院晋升二级甲等医
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家港澳洋医院分别通过三级乙

等、二级甲等医院周期评审，市第三人民医院通过二级

甲等医院复评。批准设置民营医疗机构９家（其中康
复医院１家，门诊部２家，诊所６家）。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教综合楼开工建设；市第四人民医院易地新建工程、

市第三人民医院门急诊楼工程主体竣工，处于收尾阶

段；金港医院新建工程住院楼主体封顶；中心医院、合兴

医院一期、常阴沙医院康复护理病区竣工启用。严格落

实１２项医疗行业服务行为监管制度。严肃处理不符合
规定的医疗机构２６家（注销８家、暂缓校验５家、限期
整改３家，注销诊疗科目１０家）。建立医保医疗联合监
管机制，定期公示各医院主要运行指标、医疗机构不良

执业行为和记分情况。依托６大市级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开展专项督导检查２５次。实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
召开医疗纠纷评析会，提高医疗纠纷预警调处能力，全

年共受理医疗纠纷及投诉１０９起，妥善处理率１００％。
全年审批采购１０万元以上医疗设备１０２台。

医学科技与教育　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建成江苏
省临床重点专科，市中医医院肾内科建成江苏省中医重

点专科；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建成苏州市临床重点

专科；建成４个市级医学重点学科，１０个市级临床重点
专科通过复评。全年各医疗卫生单位获批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１项，省卫计委妇幼科研项目１项，苏州市级
科研项目２６项；获评省新技术引进奖１项、苏州市医学
新技术引进奖３项、市级科技进步奖６项，市医学新技
术引进奖２８项。全年发表论文５０３篇，举办国家级学
术活动４项，省级学术活动８项，苏州市级学术活动３７
项。年内全市引进副高以上高层次人才１３人、硕士以
上学历４４人。外聘专科学术主任１７人。首次获评“姑
苏卫生重点人才”、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
对象１名，遴选省“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２１名。１名中
药师被列为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项目培养

对象。

疾病预防控制　全年报告乙、丙类传染病 ４９６８
例，传染病总发病率３１０．２１／１０万。全年累计发现活动
性肺结核４００例，报告伤害监测病例２９６６５人、慢性病
２２１４８例、肿瘤５００９例，累计死亡报告７２４９例。开展
企业退休人员和非社会化管理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
检２１．８万余人，高血压健康管理１３．７万余人，糖尿病
健康管理３．９万余人。完成扩大免疫规划疫苗免费接
种３６．３万余人次，一类疫苗接种率、乙肝疫苗合格接种
率均 ９５％。完成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监测 ２０１家
（次），职业健康监护１．９万人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分别通过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资质续展评审，建成“传染病防治学”市级医学重

点学科。完成食品污染物监测５大类 ６０６份，合格率
９９．８％。定期开展生活饮用水采样监测，水样检测合格
率１００％。开展４０家医疗机构、１０家托幼机构消毒效
果监测，合格率分别９６．４％、９８．４％。组织全市中小学
校完成学生体检１１．４万人，规范学生因病缺课监测网
络直报工作，监测学校、学生覆盖率１００％。实施江苏
省儿童口腔疾病干预项目，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共对５９所
小学（含分校）１００３４名三年级学生进行口腔检查和窝
沟封闭。获评“江苏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

集体”。

卫生监督　年内发放各类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１３５１张；组织开展各类执法检查、整治２７次，检查相关
单位７９８２户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１４２起，罚没款
２２７万余元；对２０起各类重要会议、重大活动进行卫
生监督保障；处置各类卫生投诉举报５７件（次），举办
重点行业单位负责人（管理员）集中培训２０场次，参训
１４３０人次；完成再生育（服务）审批２３６例，发放再生
育证２３６张，完成《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核发 ８８４７
份，发放《人口计生行政指导书》３６份。组织开展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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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和计划生育专项技术服务、规范医疗机构名称、打

击“医托”诈骗活动、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医疗美容服务

机构等重点监督检查；组织对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了

６次专项巡查，３家存在问题严重单位被立案查处；引入
第三方检测机制，覆盖 １３个行业、３７０家公共场所单
位；推进二次供水单位“４＋１”（“快检 ＋法检 ＋处罚 ＋
信息公示”）监管模式；抽检妇女卫生用品、儿童卫生用

品等一次性卫生用品样品１２９份，合格率９６．９％；立案
查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的消毒产品 １１起，罚款
１８０００元。组织２次非法行医集中整治活动，共检查各
类非法行医场所２４２户次，取缔无证行医点４７个，立案
查处无证行医２９起；抄告公安机关被两次行政处罚非
法行医者信息８人次，移送公安机关３名涉嫌非法行医
罪人员，对１名非法行医缓刑期间仍非法行医的顽固人
员抄告市司法局建议撤销缓刑执行实刑。

妇幼保健　全市孕产妇死亡率０／１０万，婴儿死亡
率２．７１‰，出生缺陷率３．６８‰。全市０～３岁儿童系统
管理率９８．４２％，７岁以下儿童保健覆盖率９８．７４％，孕
产妇系统管理率达９７．５３％。开展全市危重孕产妇救
治技能竞赛。落实妇幼健康服务项目分级管理，６个项
目实现基层首诊。在４家医院试点开展高危妊娠筛查
和干预项目，并逐步扩大到全市二级及以下助产机构。

启动基层医疗机构妇幼保健门诊规范化建设，５家医院
达到省级建设标准。落实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全年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 ８４８６人。发放叶酸 ３２３２
人，叶酸发放率１００％。试点开展 ＨＰＶ检测，全年妇女
两癌检查３４７２１人，其中宫颈ＨＰＶ检测３２４９人，ＨＰＶ
阳性２７８人，发现宫颈癌２０人，乳腺癌１３人，宫颈癌前
病变１３９人，宫颈上皮内低级别瘤变１８７人。预防艾滋
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全年免费检测１４６９４人，实施
艾滋病母婴阻断４人，梅毒母婴阻断１２人，新生儿免费
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６１２人。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
１０９５９人，确诊异常１８例。妇儿健康工程服务４４万人
次，服务经费３０１４万元。开展０～６周岁儿童免费脑
发育初步筛查８５２３人，转诊作进一步筛查７２４人。与
复旦附属儿科医院协作开展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全年共筛查９５３３人，发现异常３３０人，转诊５人。创建
成首批“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

行风建设　集中推出１２项便民惠民新举措和２５０
余项细节服务，开展“改善窗口服务态度整治、优化导

医导诊服务、环境卫生整治”三大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推荐、宣传、学习“好医生·好护士”和“寻找最美社区

医生”活动，开展庆祝“５·１２”国际护士节暨卫计系统
先进工作者颁奖典礼，评选表彰“德技双馨标兵”和“五

十佳”卫生计生工作者。举办“无偿献血 关爱健康”大

型公益巡诊活动４５场，开展义诊服务９１２６人次，免费
发放药品３．８３万元。张家港市卫生计生委获评江苏省
文明单位，获评江苏省“百名医德之星”１名，入选张家
港市“身边好人榜”１４名。

人口计生　２０１６年全市户籍出生人口９８６５人，出
生率１０．３５‰，人口自然增长率３．２５‰；常住人口出生

政策符合率９９．３０％；常住人口出生性别比１０６．１６。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二孩出生６５２７人，二孩出生率占新
生人口４４．８４％。全年市、镇两级财政共投入人口计生
事业经费９９３２．４１万元，人均计生经费６４．８元。落实
人口计生目标责任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

制度。推进“０～３岁科学育儿、宝贝启蒙”行动，全年完
成科学育儿指导服务１９９７９人次。创新实施全市计生
特殊困难家庭免费体检，“连心家园”建设实现镇级全

覆盖。创新推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均等化

“十免”服务，完成全市流动人口信息核查及动态监测

调查，全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率９７．５％，流动人口对基
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的满意率９９．５０％。成功创
建国家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十二五”全省人

口协调发展先进市、江苏省幸福家庭项目县（市）。

（朱光华　夏云峰）

常熟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常熟市登记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
４８１个，全市卫生技术人员９１１４人，每千人医师数２．５３
人（常住人口），每千人护士数２．３８人（常住人口）。全
市医疗机构总床位 ７８８２张，按 ２０１６年常住人口
１５１２６万计算，每千人床位数 ５．２１张。比上年增加
５３６张，增加率 ７．３０％。全市医疗服务门急诊总数
１２８３．２５８万人次，出院总数２６．１２３９万人次，分别同比
增长０．７６％和 ４．３５％。２０１６年平均期望寿命 ８２．４３
岁，比２０１５年增加 ０．０１岁，其中男性平均期望寿命
７９９５岁，女性平均期望寿命８４．８４岁。２０１６年出生率
８．５０‰，死亡率８．４９‰，自然增长率０．０１‰。

综合医改　按照省、市公立医院改革统一部署，逐
步建立分级诊疗机制，推动全市医联体建设，搭建分级

诊疗基础。已建立四家紧密型医联体。中医院原住院

大楼修缮工程及市二院核医学病房建设进入方案设计

审查阶段；新规划常熟北部医院投资１５．６亿、总建筑面
积１７万平方米，总床位１０００张。落实市民“５３１”行动
计划，全面实施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推进市级医院预约

诊疗。加强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管，将门诊部以上的民营

医疗机构纳入全市质控网络。落实苏州市、铜仁市政府

签署对口帮扶“三百工程”，先后安排二批共２０名专家
对思南县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援助行动。服装城、虞山尚

湖旅游度假区及淼泉、珍门、任阳等５个基层医疗机构
新建、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按照序时进度推进１０家
社区卫生服务站新、改扩建工作，１０家服务站全部启
用。全市２８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１９９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率分别

１００％及９７％；１０月在虞山镇、尚湖镇三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院），试点对辖区内６５岁以上老年人、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计划生育扶助对象等参保重

点人群开展契约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家庭医生契

约式服务。推进全市孕产妇和０～６岁儿童健康管理等

·４５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六个妇幼分级服务项目。全年共为９．７万名妇女开展
了宫颈癌初筛，９．４万名妇女开展乳腺癌初筛。规范拟
生育二孩夫妇孕前检查，完善高危妊娠筛查干预机制。

全市已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１３０万份，其中三星级电子健
康档案７５．８万份。对１０万多名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
全力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各类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９５％。开展全市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已建成３
个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驿站，其余镇（板块）的

康复驿站建设正在加紧推进中。完善精神疾病门诊前

移工作，在基层５家医疗机构设立精神科专科门诊。累
计服务１．３万人次。积极推进慢病患者下沉社区管理
项目，为高血压、糖尿病等６个病种的慢性病人提供就
诊配药服务。作为全省六个“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

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实施点之一，结合健康市民

“５３１”行动计划，在３个乡镇开展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
项目工作。

综合监督执法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行政
审批“一站式”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双随机

一公开”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立非法行医重点对象监

管制度，加大执法频率。

信息化建设　智慧健康项目被列为全市信息化建
设重点项目，强化智慧健康项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

目标管理。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拓展

健康门户网站、医院微信平台“互联网 ＋医疗”应用，提
供医疗卫生信息化便民服务。依托市级医院影像科和

心电图检查室，成立市基层影像、心电远程会诊中心。

促进电子健康档案动态更新，推动市民卡与健康档案关

联应用。

人事科教　调整绩效工资总量控制，绩效工资总量
按基准线管理单位、浮动管理单位进行不同的奖励性绩

效工资分配。进一步健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制度，

适应事业单位人员的动态管理。招聘录用卫技人员

２１３人，其中硕士研究生３４名。完成１２２９名占编劳动
合同制人员关系理顺工作。制订常熟市卫生高层次人

才评选细则，评选第一批常熟市卫生重点人才５名，拔
尖人才８名。制订《常熟市市级“科教兴卫”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做好评审２０１６年度常熟市科技进步奖、医
学新技术奖等评选工作。

（钱　兵）

太仓市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拥有三级综合性医院
１家，二级甲等中医医院１家，二级专科医院３家，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２４７家，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
１００％。全市有卫生技术人员 ４５２０人，其中执业（助
理）医师１７７８人，注册护士１７９４人，每千人口拥有卫
生技术人员６．３５人（按常住人口７１．２０万计算，下同），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２．５人，每千人口拥有
注册护士２．５２人。全市实际开设床位３８５３张，每千

人口拥有床位 ５．４１张。２０１６年，全市人均期望寿命
８３．４１岁，孕产妇死亡０，婴儿死亡率２．４１‰，主要健康
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２０１６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
率８．４‰，死亡率８．８２‰，自然增长率－０．４２‰，连续２２
年人口自然负增长。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完成《太仓市 “十三五”卫生
与健康规划》编制，制订《苏州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太仓市实施方案》。会同物价、人社、
财政等相关部门，制定了新一轮价格调整方案，经市政

府审定，从４月１日起实施。推进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市一院、中医院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推进智慧健康“三

个一”工程，区域影像、心电会诊中心运行顺利。实施

“科教兴卫”战略，制订《太仓市“科教兴卫”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５００万专项资金使用到位。遴选了太仓市基
层卫生骨干人才６６名，１９名入选江苏省基层卫生骨干
人才。市一院翟万庆获评第三届“娄东英才奖”。市一

院陆晔确定为苏州市第四批姑苏卫生重点人才，实现了

零的突破。鼓励社会办医，加快医疗卫生融入上海，二

级专科医院摩尔口腔、厚生眼科成功落户。

公共卫生　全面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提高到７０元。完善基
层卫生服务体系，１４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实施新（改）建，
双凤人民医院被省卫计委确认为 “江苏省示范乡镇卫

生院”，璜泾新华花园、双凤新湖和新卫、科教新城常

丰、城厢伟阳５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被确认为“江苏省示
范村卫生室”。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１１５．６７／１０万；
免费接种１９．２万剂次，基础免疫接种率９５％；肠道传
染病、艾滋病、结核病、血地寄防等传染病防控保持平稳

态势，通过省血吸虫病消除评估。重性精神患者检出率

３．９５‰。推进家庭医生服务制度，累计签约８．６万户、
２９．１万人。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江苏省创新试点项
目，“中国母婴营养与健康队列研究”得到国家 ＣＤＣ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高度认可。实施重点服务项目，老年

人免费体检增加肿瘤标记物项目，共检查１２．６万余人。
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病种由２种增加到２９种，完成筛
查４１８２例。

医政管理　推进临床路径管理，加强医疗质量监
管，公立医院核心指标不断改进。完善市级预约平台，

扩大分时段预约及转诊预约的覆盖面，扩大自助挂号、

缴费、查询信息系统使用，群众就医更加便捷。深化优

质护理服务，对出院后仍需进行相对专业护理患者提供

上门服务，第三方测评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市中医院

肛肠科被确认为江苏省重点中医专科。市一院通过江

苏省医师协会评估，被确认为实施患者安全目标合格医

院。加大平安医院创建力度，完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

工作协调机制。２０１６年全血采集 ７６０８人次，采血量
９８１５单位；血小板采集５１０．５治疗量，临床用血１００％
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血液供需基本平衡。

卫生应急　全年妥善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１起。
完善卫生应急体系和应急预案，健全卫生应急工作机

制。加强应卫生急队培训，组织参与应急防控现场演练

·５５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７次。做好２０１６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暨全国竞走大奖
赛等５３项重大活动和会议的保障工作。全年接听电话
８２５２５次；出车１３４３５次，同比去年增长４．９％；接送病
人１１０７８人，同比去年增长５．１％；其中救治危重患者
２０４０人。平均调度时间 ３８．６秒，平均出车时间 １分
９秒。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百日
行动”成效显著。双凤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浮桥镇

浪港等５个村建成省级卫生村，完成农村户厕提档改造
２３６５户，村庄长效管理成绩在苏州名列前茅。巩固病
媒生物防制成果，连续四年无虫媒传染病发生。提高市

民健康素养，健康主题巡讲“你点我讲”预约平台正式

启用，市、镇讲师团开展健康讲座１３４场，受众近万人
次。完成健康花卉馆提档升级，投入８０余万元的健雄
职业技术学院生命健康教育馆开馆。注重健康项目干

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肿瘤康复等健康俱乐部活动丰

富，戒烟门诊工作得到国家控烟办的肯定。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全面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全
年户籍人口出生４０４４人（其中二孩出生１５４８人，比往
年多出生５７４人）。完善计生特别扶助制度，特扶金提
标扩面，发放金额１１８５．５１万元。落实计生农村奖励
与一次性奖励政策，发放奖励金４２４７．７万元，惠及２．５
万人。推进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皖江红”新市民购

买服务模式不断完善。关怀计生特殊家庭，“连心家

园”关爱模式持续改进，市计生协会被表彰为全国计划

生育协会先进单位。

法治建设　梳理行政权力事项２３３项，编制权力事
项办事指南２５０项，及时动态调整。修订《太仓市卫生
计生委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落实法律顾问制度，

行政决策更加科学规范。开展专项执法监督３４项，检
查医疗、公共场所等单位２５００多户次。提升行政审批
服务效能，再生育审批１０４对，窗口受理审批审核事项
１６８３件，全年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例。

（杜　平）

昆山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人均期望寿命８３．５５岁，千人医师
数２．６５人。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５１１家，其中公
立医疗机构１７１家，家包括三级医院２家，二级医院７
家，一级医院４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１５８家，包括中心
１５家，站１４３家；社会办医疗机构３３４家，包括医院２０
家，护理院（站）４家，门诊部１２１家，诊所８１家，医务室
１０７家，检验所１家。公共卫生机构６家。全市共有卫
生技术人员１１０７０人，实有床位数７１４８张。

医卫服务体系建设　东、西部医疗中心和公共卫生
中心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市三院病房大楼、市康复医院

二期工程竣工。新改扩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１０家。
佳惠堂国医馆、苏州和合医学检验有限公司等一批特色

社会办医机构成功落地。市一院顺利通过三级医院复

评、市中医医院通过大型中医巡查；市四院、六院、千灯

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二级医院复评，市精神卫生中心加快

组建。蓬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江苏省首批优

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陆家蒋巷、淀山湖淀湖、千灯炎

武社区卫生服务站成功创建为省示范机构。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启动人才引进培养“１１２工
程”（即培养１０名杰出人才、１００名重点人才、２００名青
年人才），３人入选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招聘研究
生以上高学历人才３５名，备案制人员２９１名，高层次人
才的保有量继续领跑全省同类城市。选送３２０名技术
骨干赴国内外进修。启动基层人才遴选培养，５名社区
医生成功入围社区首席糖尿病医师培养计划，３０名基
层卫生人员成为省基层卫生骨干。成功举办以“精准

医疗·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昆山国际健康服务业发展

论坛，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举办“昆山市西学中在职培

训班”，开展各类专题培训２０余期。开展住院医生规培
双向考核工程，３２７人参加全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理
论考试，合格率９５％。

卫生科研创新成果　市一院成功与江苏省人民医
院建立战略联盟，同时携手小核酸基地开展多通道心肌

梗死快速定量检测产品研发；市中医医院建立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早期胃癌筛查研究协作中心、国家中管局行业

专项慢性胃炎伴糜烂临床研究分中心、中华医学会糖尿

病分会糖胖病管理中心、林华骨质疏松骨病昆山工作

室；市二院成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疗联合体昆山

医院；花桥人民医院与上海瑞金医院北院合作共建消化

病学科；千灯人民医院携手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设立泌尿外科诊疗中心。专门设立“科教兴卫”专项资

金５００万元，用于扶持和奖励重点学专科建设、科研创
新项目。１个苏州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晋升为
重点专科、２个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晋升为重
点专科、１个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晋升为
重点学科，新增苏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

３个、苏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单位２个；
新增省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２项、昆山市级以上科技进
步奖２０项，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奖１项、苏州市医学新技
术奖７项；新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项、江
苏省自然基金项目１项、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科研项目
１项、苏州市级科研项目２３项、昆山市级社会发展科技
专项８０项；发表 ＳＣＩ论文６４篇，获苏州市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二等奖１篇、三等奖１０篇，昆山市自然科学
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２篇、二等奖２８篇、三等奖４０篇。
年内，承办（主办）各类学术活动１７６次。

重点领域改革　成立市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中心，负责全系统人力资源的统筹管理，将市卫生采

购中心更名为市卫生计生信息中心，负责全系统信息化

建设、维护和应用管理。整合市妇保所和市计生指导站

资源，成立市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指导中心，负责妇幼

健康服务的统筹管理和技术指导。撤销区镇预防保健

所，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辖区居民健康管理、基

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等工作。召开昆山市

·６５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会，出台《昆山市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任务进度安排表》，进一步明确今后一段

时间全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责任部门

及时间节点，提高改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台《昆山

市健康市民“５３１”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通过建立一个
平台（市民综合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三大机制（肿瘤等

居民疾病高危因素筛查机制）和五大中心（城市多中心

疾病协同救治体系），全面建立起联通医院、急救与社

区的多中心疾病协同救治体系。市一院、市中医院成立

胸痛中心，并通过国家验收，市卒中中心、创伤、危重孕

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投入运行。

计划生育　出台《２０１６年昆山市计划生育工作实
施意见》、计划生育工作清单、责任清单，拟定《关于在

机构改革中进一步明确市镇村三级计划生育工作职责

的通知》，推行生育情况承诺制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开

展网上办理、手机 ＡＰＰ办理，年内，共登记服务２１８９７
人，生育登记服务获得“昆山市创新进步奖”。出台《关

于切实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实施意

见》，有效构建计生特殊家庭帮扶机制。依法落实各类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累计发放各类奖励金５０５８．１７
万元。计划生育各项奖扶政策兑现率１００％。组织开展
妇幼健康专题培训、妇幼健康技能竞赛，提升妇幼健康

服务能力。对全市３０家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评
审校验，完成全市４４０名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人员考
核换证工作。制订全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计划并

组织实施，完成３５家托幼机构卫生保健评审和校验工
作。建立妇幼健康管理工作情况报告制度，完善动态监

测机制。丰富妇幼重大项目服务内涵，在母婴阻断工作

推行产时ＨＩＶ快速检测，“两癌”筛查目标人群从６０００
人拓展到２万人。深入实施出生缺陷社会化干预工程，
启动户籍新生儿２９种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项目，
进一步完善婚检服务流程，提高婚检率。全市各二级医

院均开设产科高危门诊，通过“四色预警”对全市高危

妊娠管理工作进行“全程监控”，切实保障母婴安全。

公共卫生　出台《关于调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
保目录的通知》，明确将社区药品医保目录按照二级医

院目录执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药品种从５６９种增
加到８２５种，增长 ４５％，品规从 １１０５种增加到 １３７５
种，增长２４％。在花桥、张浦、新镇、蓬朗、邵村等中心
对签约的慢病患者实行“长处方”制度，将慢病非基药

优先满足签约的慢病患者。高质量完成１２类４５项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在２０１５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第三方考评中，位列苏州各区（市）第一。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探索政府购

买机制、移动健康管理模式、新媒体个性化健康教育等

四项工作被列入省级创新试点。做好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
流感、麻疹、手足口病、结核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控，组织

开展传染病防控进学校、进企业专项活动，传染病发病

率维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加快推进精神卫生综合试点

工作，顺利通过省专家组对昆山市重精工作专项督查。

爱国卫生与健康城市建设　制订《国家卫生城镇

长效管理办法》，每月以暗访或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开展

国家卫生城市督查活动，全年累计开展督查１１次。每
月对９个区镇开展国家卫生镇督查，形成“每月一督查
一排名一通报”机制，张浦、镇溪两镇顺利通过国家卫

生镇复审。继续推进全国健康促进县试点工作，指导各

单位推进培训与健康场所创建工作。编制昆山市建设

健康城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实施“昆山市新市民健

康促进项目”，新增推进健康项目６个。新增创建省级
健康单位（社区）３个、健康自我管理示范社区１０个、健
康自我管理小组４０个。开展健康城市月主题活动，新
建健康步道和健康主题公园５个。稳步推进公共场所
控烟。结合昆山两会和“汤尤杯”赛事，组织开展公共

场所控烟专项检查。举办昆山市戒烟竞赛活动，建设无

烟单位３８家。持续推进村庄环境长效管理，全年督查
（暗访）４２１个村，优良率９８．６％。组织开展春季灭鼠统
一行动和“迎汤尤杯、清洁家园、灭蚊防病”活动，开展

病媒生物防制“百日行动”，严控四害密度。

（张　聪）

吴江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底，吴江全区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４０１个，其中医院２３家（综合医院５家、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５家、民营医院３家），卫生计
生单位７个，专科防治所（站）１个，体检中心１个，护理
院３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２２９个，企事业、学
校医务室３４个，民营门诊部及诊所 １０３个；卫技人员
６８９７人；编制床位４６８６张，实际开放５７２３张。全区
公立医疗机构完成诊疗 ７３８．６８万人次；住院床日
１１７８０万日，平均病床使用率８２．４５％。人均期望寿命
８２．６９岁，无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率３．１５‰。全区户
籍人口出生９６０８人，出生性别比１０８．１５，出生政策符
合率９９．９７％；流动人口出生９３６２人，流动人口管理服
务率９８．８８％；依法行政规范落实率１００％；０～３岁科学
育儿指导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９８％。

机构改革　新建苏州市吴江区卫生计生统计信息
中心、苏州市吴江区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苏州市吴江区

卫生进修学校和苏州市吴江区健康教育所整合为苏州

市吴江区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苏州市吴江区妇幼保健所

和苏州市吴江区计划生育指导站（挂“苏州市吴江区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站”牌子）整合为苏州市吴江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撤销苏州市吴江区人口

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大队，其职能划入苏州市吴江区卫生

监督所。从区（镇）和村级层面进一步优化整合妇幼保

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在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增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牌子，整合村

计划生育服务室（咨询室）和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站）。

医疗体系建设　２０１６年，完成《苏州市吴江区卫生
计生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和《苏州市吴江区医

·７５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疗机构设置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编制。区级心电会诊
中心于３月份启用，全年会诊１．３４万例，区域卫生检验
检测中心检测各类标本８．４８万例，区域影像会诊中心
远程审核影像报告５．５８万件，消毒供应中心完成业务
１３６．５３万件。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主体结构封顶进入
外装阶段，吴江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土建工程基本完成，

江苏盛泽医院三期工程完成 ＰＰＰ打包项目前期准备，
金家坝卫生院完成外部装修。获选江苏省第五期

“３３３”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１名，获评区人才创新创
业“５５３５２”工程卫生领军人才１名、重点人才１名、优秀
人才２名。

医政管理　２０１６年，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盛
泽医院通过三级医院复核评审，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建

成二级乙等综合医院，区域化集中消毒供应中心通过省

卫计委验收。９个区医疗质量管理和控制小组分别开
展血透、中药饮片等专项检查。区中医医院骨伤科获评

省中医重点专科，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获评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江苏盛泽医院呼吸内科通过苏

州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复评。吴江区通过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单位复审，青云中心卫生院通过省乡镇卫生

院示范中医科验收。医学教育管理覆盖率保持１００％，
开展“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考试１３０
人次，年轻护士临床能力考核１８人。全年医疗纠纷妥
善处置率１００％。

社区卫生　庙港卫生院创建为省示范乡镇卫生院，
松陵湖滨华城、西湖花苑、同里厍浜、横扇星字湾和震泽

龙降桥等５家村卫生室创建为省示范村卫生室。探索
建立全科医生为签约责任人，签约人群为高血压和糖尿

病两类人群的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服务机制，全区家庭

医生个性化签约９４２０人。为８００２４名农村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为９０５７６名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开
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完成社区医生适宜技术培训

５５人，在岗乡村医生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专业技
术能力培训３１４人次，乡村医生合理用药知识培训１００
人，急救知识培训９３人。

疾病防控　２０１６年，全区无甲类传染病发生，无重
大传染病暴发流行。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５种１８１３例，
发病率１１１．５２／１０万；丙类传染病６种６０６６例，发病率
３７３．１４／１０万。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３９３例；完成查
螺面积４４１．００万平方米，连续２２年未发现螺情。累计
规范化管理高血压患者８５９０９人，糖尿病患者１６５６８
人，冠心病患者１１５７人，脑卒中患者３１０２人，肿瘤患
者２４７１人。是年，吴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科获
评“江苏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朱凤

春获评“江苏省疾控系统先进个人”。

妇幼保健　全区完成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２７３５８
例，为４８３９名妇女免费增补叶酸。实施免费婚检９５０４
例，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实现全区户籍孕产妇全覆盖，完

成住院分娩补助６１５９人次，新生儿疾病筛查１３０８５
例，新生儿听力筛查１３３４５例，６个月至３岁儿童听力
测查５７０４９例。江苏盛泽医院试点开展婴幼儿健康促

进项目；庙港卫生院创建数字化儿童保健门诊。吴江区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得苏州市妇幼健康岗位练兵

和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团体三等奖。

卫生监督执法　全区受理卫生计生各类行政许可
２７９１件，处理卫生投诉举报 １３９件；出动执法人员
２８４３５人次，监督检查９５６３户次，立案查处２０５起；取
缔无证行医点７１个，行政处罚２２起，罚款金额７．７５万
元，移送公安部门处理４起。继续开展托幼机构、采供
血、医疗美容等８个专项检查，开展公共场所与公共用
具的监督抽检工作，完成快速采样２７２４３项次，法定采
样１８６５件。强化医疗机构监管，建立医疗机构管理信
息共享系统，实现全区民营医疗机构远程视频监控全

覆盖。

卫生应急　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综合类、传染病类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江苏盛泽医院综合类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完成设备采购近３００万元；组织开展群体性车祸
伤、管道天然气泄露医学救援、火灾等各类应急演练２８
次。做好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寨卡病毒病等防控工
作。派遣１２０骨干医务人员参与全球心脏急救计划中
国项目２０１６年心脏急救技能培训。完成 Ｇ２０峰会、全
国排球冠军赛总决赛、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２３
项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爱国卫生　黎里、盛泽、桃源、平望４个国家卫生镇
及４８个省级卫生村通过复审。继续保持农村生活饮用
水监测全覆盖，全区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合格率

１００％。新（改）建无害化卫生户厕７４０户，农村无害化
户厕普及率１００％；新建标准型公厕１４座，新建（改）提
档升级普及型公厕９１座。落实病媒生物防制长效管
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以内。

健康城市　２０１６年，全区开展“百人·千场”健康
讲座１５３８场，大型健康公众咨询宣传活动１２次，发放
健康教育宣传资料１００余万份。完成健康素养监测入
户调查问卷 ４３２份和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问卷
２７０份，完成健康素养国家点监测任务。举办第十届吴
江区市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技能竞赛，完成在线预约

健康讲座１２４场。全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基地接待
参观人数４７．３万人次。新建健康街１条、健康步道２
条，苏州市美山子制衣有限公司获评 ＷＨＯ健康单位，
太湖新城农创村等４个村获评省健康社区（村），江苏
盛泽医院等３家单位获评省健康单位。推进公共场所
控烟工作，命名无烟单位３１家，保持无烟医疗卫生机
构、无烟学校全覆盖。

无偿献血　全区无偿献血１０９０８人次，献血总量
２８０２０００毫升，其中机采血小板４４５人次，５２６个治疗
量。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比例１００％；一次献血３００或
４００毫升４５８６人次，占献血总人数的４３．８３％。全年办
理区内血费直报１３８笔，共１２９８５５．４０元；加强无偿献
血宣传，围绕“６．１４”献血者日等重大节日开展主题宣
传活动１２次，组织无偿献血知识竞赛，参赛市民２０００
余人次。

卫生行业文明　启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８５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开展“融入式党建示范岗”创建活动，吴江区第一人民

医院（行政党支部）、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七都镇计生服务站获评２０１６年度卫计系统
融入式党建优胜单位。全年受理各类来信来访５４５例，
答复满意率１００％。编发《健康吴江》专版５０期，制作
广播电视节目７８期，在《城市商报》《姑苏晚报》等报刊
上刊登各类信息报道５６篇。在全区公立医疗机构开展
出院病人第三方满意度测评，七都卫生院获评国家“群

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吴江区卫生监督所党支部获评

吴江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沈根海获

评吴江区优秀共产党员。

计生服务　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累计
服务拟孕夫妇２８０３对，目标任务完成率１００．１０％。加
强二级干预，建议筛查出的高危孕妇进行产前诊断，减

少缺馅儿出生，全年完成产前筛查血样检测１４１７０例。
继续开展“低龄段”婴儿健康测试公益活动，《吴江区婴

儿早期大动作发育评估与科学育儿指导实践研究》获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和中国人口学会“健康家庭理

论与实践征文”优秀奖，推进０～３岁科学育儿公共指导
工作，全年开展指导３００期，服务２００００人次，全区科
学育儿指导覆盖率９８％。开展“春风行动”，免费技术
服务３２７８０人次。开展吴江新市民计生积分审核评分
２８１６人。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动态监测，完成流动
人口入户调查问卷２１０份。推进双向协作，网上协查信
息反馈率１００％；累计与户籍地县级计生部门达成流动
人口计生管理服务双向协作协议１１０个。开发区中达
电子《以健康直通车为引领，“三个通道”促进员工健

康》项目获评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流
动人口社会融合典型实践案例。实施计生特别扶助对

象奖扶金提标扩面工作，对６０周岁以上的特别扶助对
象每人每月增加特别扶助金２００元，将失独后领养子女
的对象纳入特别扶助范围。全年累计发放各类奖励、扶

持金６６６４．６８万元，惠及计划生育人群４８．３８万人次，
其中发放养老援助服务券５６０．５４万元、农村奖扶（城镇
无业人员）３７４１．１８万元、持证企业退休人员一次性奖
励９０４万元、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即时一次性补偿１７万
元、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特扶金１２８３．３８万元、公益
金５３．４０万元。全区计生特殊家庭结对帮扶率、计生困
难家庭结对帮扶率均１００％。办理再生育审批２３７件
次，指导各镇（区）办理生育登记１０１７４件，其中户籍人
口８４３３件，流动人口 １７４１件；一孩 ５０２０件，二孩
５１５４件。办理计划生育案件１４３件，审核５７批次５１０
个集体和３４２９名个人的材料，共否决集体 ４个、个人
９名。

计生协会　全年开展各类活动 １１２场，参与人数
１５８３人，震泽镇获评“苏州市连心家园示范点项目”。
完成中国计生协计生特殊家庭信息管理系统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对象基础数据录入６９１户。完成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对象投保１８１４人次，获赔付３４．７２万元。深入
社区、企业组织开展青春健康同伴教育活动１２６场，参
与人数３６９２人。平望镇庙头村获评中国计划生育协

会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先进集体，吴江区计划生育协会获
评省计划生育协会保险工作先进组织。

（林竹宇）

吴中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居民期望寿命８２．５４岁，户籍
人口和流动人口分别出生８９３３人和３６１６人；出生政
策符合率分别９９．９３％和９７．８２％。

医疗卫生改革　印发《吴中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实施方案》《２０１６年吴中区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分工》
《吴中区“科教兴卫”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科学编制“十

三五”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印发《吴中区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推动
以区级医院为龙头，全区公立医疗机构参与的区域医疗

联合体建设。启动健康市民５３１行动计划，创新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模式。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人和残

疾人等重点人群签约１２．４万人，签约率４８％，２０１６年，
全区共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２．５７万人次，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门急诊人次占比５９％。

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２０１６年，全区公立医疗
机构门急诊人次 ４９４万人次，同比增长 ４．１６％；出院
６７１万人次，同比增长６．０１％。推进苏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木渎人民医院）原住院大楼改造工程，启动高新

区长桥医院、开发区城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易地新

建工程。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公开招考录用进

编１２３人，遴选省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２７名，与３２名
应届高中毕业生签订定性培养协议。评选东吴卫生领

军人才２名、青年领军人才２名、重点人才６名。完成
光福、横泾、金庭三家单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服

务能力项目建设，大力弘扬“吴门医派”文化内涵，惠及

群众患者５０００余人。加快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启动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第三期项目，完成区域心电、影像会

诊系统建设。推动社区六位一体管理软件建设，推进双

向转诊、慢性病筛查等系统建设，为实施分级诊疗和健

康市民５３１行动计划提供有力保障。落实改善服务行
动计划，重点推进预约诊疗、合理调配医疗资源、推广临

床路径、注重人文关怀等各项具体措施。

社区和公共卫生服务　落实以常住人口为基数人
均７０元标准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的预算和使
用计划，全区共建立健康档案９０．６万份，常住人口建档
率８０％，档案年度更新率５２％。积极推进国家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及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构

建覆盖全区的心理健康干预网络。连续３０年未发现本
地新感染血吸虫病例、病畜和感染性钉螺，通过省级现

场达标评估考核。组建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队伍，开

展学校食源性感染事件应急处置竞赛演练。设立基层

卫生监督分所５个，充实完整卫生协管员１８人。新审
批设置社会办医疗机构１８家。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及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立案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２４

·９５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起，其中２名非法行医人员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完成区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优化

整合，全面落实“妇幼健康工程”市政府实事项目，推进

苏州市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创建活动，开展适龄

户籍妇女“两癌”免费检查４．３万人，新生儿筛查２０２３
例，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２０６２对。

健康促进和爱国卫生运动　启动建设健康主题公
园１座、小游园１５个、健康步道７条。普及公民健康素
养知识，区健康教育讲师团开展健康素养知识讲座３０
场，受益居民３０００多人。临湖镇创建国家卫生镇通过
省级考核，光福镇和金庭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３５个
江苏省卫生村通过复审。大力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

行动，全区统一开展春季灭鼠、汛期消毒和除四害工作。

制订《吴中区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方案》，确保实施水

质监测全覆盖，保障生活饮用水安全。

计划生育工作　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完善生育登记
承诺制、首问负责制度，共办理生育登记８７１３例，其中
一孩登记４６００例，二孩登记４１１３例。“计生关怀进万
家”品牌稳步升级。不断拓展实事工程内涵、提升群众

满意度。以进家庭、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企业、进

工地等“六进”活动为依托，全面开展优生促进、科学育

儿、避孕节育、青春健康、政策服务、新吴中人等六大类

２８项服务，累计服务家庭１９１１８５户，服务率９６．８％，服
务人次４１．３万。养老帮扶工程扎实开展，区级“生育关
怀”专项资金规模从每年１３５万元提高至１８０万元；对
全区６２１户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进行大走访活动，并
列入重点人群开展家庭医生签约６２１户、１２６７人，实现
全覆盖。全区共发放兑现公益金、企业持证退休人员一

次性奖励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金、长效

措施一次性奖励金等９万余人（户）次，４９００余万元。
开展“春风行动”“青春健康校企行”等政策宣传服务活

动，坚持“均等服务百日行”长效机制，着力打造吴中特

色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严把流动人口积分

入学、入户、入医审核关，共进行流动人口积分审核

５０００余人次。完善乡镇（街道）政府、条线和横向部门
目标管理责任书考核内容和标准，做好各项目标任务考

核汇总。对６个批次的４７家单位及１３７位个人的一票
否决工作进行审核，对其中４个涉及违法生育的单位及
个人提出了否决意见。

（魏　晔）

相城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１６０家，其
中：政府办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１家（包括
二级医院５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诊所、医务
室８４家，民营医疗机构 ２９家。全区有卫生工作者
３８２４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３１７４人。卫技人员中，医
师１１７２人，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师１．６１人；护士１３３７

人，每千常住人口拥有护士１．８４人。医疗机构实际开
放床位３４５１张，平均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床位４．７４张，
其中民营医疗机构 ７３８张。全年总诊疗 ４７６５１万人
次，出院５．９７万人次，病床使用率７９．３０％。全区居民
平均期望寿命８１．９６岁，婴儿死亡率２．３５‰，无孕产妇
死亡。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上年同期下降８．０４％。
常住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０１％，常住人口出生性别
比１０６．９１，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率９７．１５％，人口信息化
建设达标率９７．６１％。

医疗改革　制订《相城区卫生与健康“十三五”规
划》和《相城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健全以相城人民医院为龙头、片区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卫生院）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补充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制订《相城区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实施方案》，相城人民医院与区内各基层医疗机构签订

双向转诊协议，７家医疗机构与苏大附一院等建立对口
支援关系。制订《关于实施相城区健康市民“５３１”行动
计划的通知》，启动实施健康市民“５３１”行动计划。年
内所有公办医疗机构全面实行绩效工资制度。

基本建设　黄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太平卫生院、度假区卫生院、区中医医院二期和漕湖人

民医院永昌分院等工程建设全面推进。启动“智慧卫

生”二期工程，完成７４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ＨＩＳ改造，相
城人民医院等５家二级医院基本实现ＰＡＣＳ远程会诊，
相城人民医院、区第二人民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及区

中医医院等实现分时预约、取号和自助缴费等服务。

科教工作　２０１６年，招聘卫技人员４４名，上报阳
澄湖医卫人才人选２０名，推荐“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２名。１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和
６个区级临床重点专科（专病）分别通过市、区复核评
估。全年立项１个苏州大学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
题、２个市级科技项目、１个苏州市“科教兴卫”青年科
技项目、１９个区级科技项目、４个区级科普项目。全年
医务人员共发表ＳＣＩ论文５篇。组织全区医务人员“三
基三严”培训及考试，召开外科、中医药等４期学术年
会，组织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２５期、区级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３１期，参加培训４５０６人次，继续医学教育覆盖
率１００％。选派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和转岗培训等２３人。

医政管理　设置审批医疗机构１５家，完成医疗机
构校验１３９所，暂缓校验４所，新增注册医师６４人、护
士１１人。全区新增３个优质护理服务病区，优质护理
服务病区增至４９个，其中Ａ类病区６个，优质护理服务
覆盖率达１００％。相城人民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分别
通过市卫计委二级综合医院复核评价。每季度开展医

疗质量安全检查，组织医疗安全核心制度、医疗技术、医

疗废物等专项督查，开展夏季夜查岗工作。区医患纠纷

调解办调处医患纠纷１６起，调解成功率１００％，未发生
重大医疗纠纷事件。

社区卫生　设立全科医生工作室２９个，建立健康
管理团队７２个，累计下基层服务１３１２６人、入户４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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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全面推进家庭医生制度，全区家庭医生２９５名，服
务签约４６２５５户、１４９８３０人，重点人群签约率 ６８％。
新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５万多份。为３．８万名６５岁以
上老年人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健康指导，占６５
岁以上常住人口的５７．４２％。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６年，全区登记一孩、两孩５７１３例，
再生育审批９７例，下发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１６份，涉
及应征社会抚养费约３２万元。发放２０１５年持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退休人员一次性奖励５３２人，发放特扶金
对象６９９人，发放农村计生奖励对象２２０９１人。全年
一票否决６例。实行流动人口积分管理，累计通过流动
人口户籍准入、子女入学和子女入医积分审核２５２７例。
联合区人社局、总工会、妇联等部门开展“春风行动”，

发放卫生计生宣传资料１０９４５份、避孕药具８１２５盒。
启动相城区新市民健康城市行活动，实现出生、孕环情

等重点信息的交换与通报，接收和发送协查数据１３２５９
条。阳澄湖镇陆巷村和元和街道华辰嘉园社区争创市

级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健康促进示范社区典范。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区共报告发生甲、乙类传染病
９３８例，发病数较去年同期下降８．０４％。有效处置聚集
性疫情１２５起，未发生传染病暴发疫情。儿童一类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５％，完成 ＨＩＶ检测５４０４７人次。登
记活动性肺结核病人２６５例。新登记高血压９０２６例、
糖尿病２２４４例。完成查灭螺４８０万平方米。全年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３．１５‰、管理率９１．９％，新建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站６家。累计为５０３２名儿童进行口
腔检查和１９６２名儿童进行窝沟封闭。

卫生应急　２０１６年，建成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指挥系统，相城区被命名为省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

区。调整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修订

《相城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汇编》（２０１６
年版）。成立区级和镇（街道）级卫生应急处置专业队

伍５支，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培训 ２次、卫生应急演练
３次。

卫生监督　全年新发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８２张，
发放健康证４４３６３张。全年共出动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５７６人次，开展各类专项监督检查１９次，监督检查单位
２０６１户次，立（结）案２６件，罚没金额９万多元。美容
美发、住宿、沐浴、游泳场（馆）等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

理率１００％，学校卫生监督覆盖率、建档率１００％。取缔
“黑诊所”５５家，收缴各类药品约８４６公斤，对１８名非
法行医人员进行处罚。

妇幼保健　年内，完成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资源的整合。全年发放孕产妇免费服务券１０２４
份，孕产妇保健管理率９７．４１％，０～６岁儿童健康管理
率９８．９０％，未发生孕产妇死亡。发放住院分娩补助
５２１人，为１３９７名妇女免费增补叶酸，２５１０５名农村妇
女免费接受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完成婴幼儿健康筛

查４６３１人，筛查率１００％。共发放母婴阳光工程免费
券５１９１套，为７４６３名孕妇进行产前筛查。完成新生
儿２９种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７６８５人。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１５５６对。全区婚检率 ８０．４１％。首次签发
《出生医学证明》７０３２份。

爱国卫生　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慢性病的预防与
治疗、常见传染病防治等健康知识宣传活动。年内，累

计开展健康大讲堂５０场、大型义诊活动１２次，免费为
社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４５００多人次，发放各类健康
教育读本１５０００多册。以全国“爱卫月”和江苏省“健
康教育月”为契机，开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和

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健康素养知识入户率（街道以

社区为单位，乡镇以村为单位）８０％。渭塘镇钻石社区
建成省健康社区，阳澄湖镇卫生院建成省健康单位。举

办相城区首届“健康相城杯”健康教育技能竞赛。全区

新建健康教育园１个、健康步道５００米。黄埭镇、望亭
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阳澄湖镇被命名为国家卫生

镇，黄埭镇方埝村等２４个省卫生村通过复审。建造生
态户厕１００户，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抽样监测合格
率１００％。

红十字会　年内，区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１３万
元，接收物资捐赠７．７２万元，其中启阳防锈科技有限公
司定向捐赠湘城小学１０万元建设图书馆。开展“博爱
送万家”活动，上级红会下拨的救助金、帮困物资总价

值３０多万元，受益家庭２０００多户。举办公益性应急
救护培训班３８期，培训６３３７人。共有３０３０人次参加
无偿献血，献血７９１２００毫升。完成造血干细胞报名６１
人。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２１例，其中有９例签署同意
书并进行了采样。全年新增遗体捐献登记１６人，角膜
捐献登记 １１人，器官捐献登记 １０人，成功捐献遗体
１例、角膜１例。

（戴春红　王　燕）

姑苏区

概况　全区各类医疗机构 ２５９家，二次供水单位
１３家，学校及托幼机构 １６０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诊疗总人次２５９．１万人次。统计常住人口７５２３３７
人，其中育龄妇女１５０１０９人，户籍出生总数５４０２人，
出生性别比１１１．１８，计划生育率９９．８６％，自然增长率
０．５９‰。全年共生育登记８７８３例，其中一孩登记５６６９
例，二孩登记３１１４例，户籍人口登记数６５２１例，流动
人口登记数２２６２例。全年共办理再生育一孩审批６７
例；征收社会抚养费２例３．５６万元。

党风廉政　按照从严治党的政治要求，结合“两学
一做”专题教育活动，开展廉政教育和党课学习。组织

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切实树立“四个意识”，强化

“四个自信”，达到“心中四有”。全年局机关共开展集

中学习７次，全系统各基层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７９次，
专题讨论会５６次。

医政管理　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检查，对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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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２４９家医疗机构开展年度校验工作，其中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２８家，门诊部２４家，诊所１３１家，内设机构医务
室６６家。制订姑苏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审批医疗机构１４家。

社区卫生　新建启用留园街道西园社区卫生服务
站。建成姑苏区梅巷护理站、姑苏区水韵护理站。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全年诊疗总人次２５９．１万人次。常住人
口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７５．２％。高血压、糖尿病管理
率分别４９．９１％和 ３０．４％。为９万名６５周岁以上老年
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全市率先开展健康市民“５３１”
行动计划，其中开展心脑血管筛查４．５万人。全年建立
家庭病床５３５张。

疾病防控　全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报告发生乙类
传染病１４种１６０６例，丙类传染病５种３１３３例。科学
处置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１３例，处置学校、托
幼机构聚集性疫情２３６起。免费为辖区内７岁以下儿
童提供１１种疫苗全程接种，完成计划接种２４．３万人
次。实现冷链温湿度实时监控、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和

视频督导的全覆盖，在全省范围内首创儿童预防接种全

程溯源系统。完成适龄儿童口腔健康幸福工程累计筛

查７０９３人，窝沟封闭２５１３人，封闭牙齿３５３９颗。累
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７６．２５万份，建档率７９．９８％；累计
管理高血压患者１０．１８万人、糖尿病患者２．５６万人，肿
瘤患者９０３１人。

妇幼保健　完成区妇幼保健所迁建项目。为
２４２０７名适龄妇女提供免费“两癌”筛查服务，共确诊宫
颈癌１５例，乳腺癌１９例。为４５５７对新婚夫妇提供免
费婚前医学检查服务，完成 １４４５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为０～６岁婴幼儿提供免费系统保健 １４５４６０人
次，为６５２名高危因素的婴儿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指导服
务。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换发证２家，校验１１
家。完成５３９人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从业人员资格认定。

爱国卫生　在全区开展社区公共场所除害设施
“三规范”建设，在２４个社区设置了７１３９个灭鼠设施、
６４个健康社区设置了１９４０个捕蝇设施，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新增“无烟单位”７０家，区级健康单位９３家，健
康社区２２家。完成７个健康场景建设。

精神卫生　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全年新增
录入患者５６５例，检出率４．３６‰。实施精神卫生安全
和能力提升政府实事项目，政府投入资金３００万元，完
成１７家康复站标准化改造和２家精神专科门诊点建
设，康复站总面积超１万平方米，实现以街道为单位的
全覆盖。

信息化建设　建成在线水质监测和医疗辐射防护
效果监测子平台，完成区域内５家公共场所、１０家医疗
机构的设备布点。推出涵盖健康市民“５３１”筛查、家庭
诊疗增值服务和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等为一体的家庭医

生签约ＡＰＰ和ＰＣ模块，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开
展。建成药品供应链管理平台，２８家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全面上线。“医养融合”方面对接区民政养老服务体

系，“医平台”和“养平台”完成信息对接的模块设计。

实施街道社区人口信息质量等级评定，将６８１２００条户
籍信息纳入考核，完善信息３４．７万条，辖区街道全部通
过信息化５Ａ评定。

卫生应急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开展
饮用水污染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演练。开展省卫生应

急工作规范区及规范街道建设，沧浪新城（友新街道）

成为苏州市首家省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街道。

监督执法　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８０００余人次，监
督检查单位３０００余户次，监督覆盖率９３．２％；组织各
类专项检查２６项，立案查处违法、违规单位７２家，结案
６２家，罚没款３１．２９万元（其中查处无证行医３１起，罚
没款２６．４６万元，吊销医疗执业许可证１家，移送公安
机关１起，追究刑事责任３人）。采用双随机的抽查方
式，开展医师不良执业记分专项检查，对６名医师实行
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计生管理服务　全年共生育登记８７８３例，其中一
孩登记数５６６９例，二孩登记数３１１４例，户籍人口登记
数６５２１例，流动人口登记数２２６２例。全年共办理再
生育一孩审批６７例；征收社会抚养费２例３．５６万元。
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２０５２人次。全年核对出生
信息５８２９条，核对怀孕信息７９２０条，出生信息核对１０
天内反馈率 ９９．２３％，怀孕信息核对 １０天内反馈率
９８９５％。发放公益金３６７户，８０．２万元；发放计生家庭
特扶金２２８２人，１５５０．７２８万元；无业人员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金５０２３人，１５．０６９万元；农村奖励金２３８８人，
２１４．６４８万元；完成一次性奖励登记、录入、审核７６９２
人，发放７６８７人２７６７．３２万元。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制度，辖区留园街道连心家园被评为市级连心家

园项目示范点。

（戚明）

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末，园区共有医疗机构２４２家，全年
门急诊总量６２９．５９万人次，出院４．９６万人次。千人床
位３．９７张，千人医生数２．４３名；平均期望寿命８３．１２
岁，无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率２．９９‰，出生缺陷发生
率５．２４‰。

管理体系　理顺卫生计生管理职能，社会事业局增
挂卫计局牌子，将原先的卫生处调整为医政管理处、计

生和公共卫生处。苏州工业园区医药卫生管理中心由

苏州工业园区卫生监督所的挂牌机构调整为独立设置

法人单位，更名为“苏州工业园区医疗卫生管理中心”。

设立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原隶属

非公党委的九龙医院党委、隶属国资党委的疾病防治中

心党总支、隶属娄葑党工委的星海医院党总支划转至卫

生党委管理，新成立医卫中心党支部、星湖医院党支部，

成立非公立医疗机构联合支部。

重点项目　投资２亿元，集疾病防控、卫生应急、妇
幼保健、健康体检等功能于一体的园区公共卫生中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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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投入运行。联合苏州市卫计委，建成苏州市血清

（基因）库。建成首创医养融合、依托星湖医院统一管

理的久龄护理院并试运行。独墅湖医院一期工程裙楼

封顶；星浦医院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星塘医院项目、跨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工程进一步深化建设方案；星海

医院预防保健大楼项目有序推进，建成３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其中文荟苑卫生站正式启用。

医改工作　为基层医疗机构增补５１种药品，成立
以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为牵头单位，园区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为成员单位的儿科医疗联合体。苏州市中医院

和星湖医院、斜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建立专科医联

体，从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方面着手，积极探索双赢医

联合作模式。以慢性病、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为突

破口，试点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医疗服务　星湖医院和星海医院均开展４０余病种
的临床路径管理，共完成病例 ３０７例，开展日间手术
１７５例。依托九龙医院国家级胸痛中心，初步建成基于
智慧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区域协同就诊体系，实现患者

未到、信息先到、协同救治。依托九龙医院，建成区域心

电中心，全年累计出具报告４９８份。依托疾防中心，建
成区域临检中心，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检测标本９９５０
份。星湖医院开设中医骨伤科，唯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馆开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提供中医药服务。九

龙医院顺利通过三级甲等医院评审。

公共卫生服务　按照常住人口７０元／人的标准预
算财政资金，免费向居民提供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组织开展户籍新生儿２９种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
和妇女“两癌”检查、学龄前儿童、老年人等惠民免费体

检８．６万人次。开展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和产前筛查
１．９９万人次，对发现的１９例重大缺陷胎儿指导引产。
有效开展Ｈ７Ｎ９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为适龄儿童
接种一类疫苗３１万余针次。举办健康讲座等活动５０６
场次，３万余居民开展健康素养平台测评，建成园区健
康素养基地并免费开放。顺利通过省级卫生应急规范

化示范区五年复评。圆满完成中高考、金鸡湖马拉松、

法院系统１６＋１、卫生部１６＋１、浅水湾商业街违建拆除
等重大保障任务４１次。

人才学科建设　全年引进各类卫生人才３８９名，其
中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６６名。独墅湖医院首批公开招
聘６０名医技岗位人员，部分医师安排至省内知名三甲
医院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组织心肺复等培训１３
场次，培训医务人员１５００人次。选派１５名医师外出
进修学习。强化“三基”训练与考核，以“人机对话”方

式对４８５名医务人员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率９６．８％。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开展生育两孩登记５６８０

对。确认新增农村奖励、特别扶助等奖扶人员３８３０人
次，落实特扶人员扶助金提标政策，办理护工险、公交补

贴和免费游园１０８８人份，建设市级连心家园示范点。
举办高校新生艾滋病防治讲座８场次、３５００多人次参
加。实施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优育课堂项目，开设社区讲

座２４场次、１０００多户婴幼儿家庭参加。

智慧医疗建设　按照园区智慧城市建设总体部署，
在一期项目基础上，投资１３５０万元，启动智慧医疗建
设项目二期一阶段工程。完成院前急救和区域 ＰＡＣＳ
系统的框架结构建设；升级星海医院、星湖医院信息化

系统。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完成 ＳＡＡＳ
系统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ＨＩＳ系统合并的框架结构建
设；在合作区１１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试点开展支付宝
支付。

（徐　文）

高新区

概况　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１８４家，综合医院
５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４４家。实有床位３８６８张，其
中公立机构１９６２张。卫技人员３４９５人，其中公立机
构２４９７人。２０１６年总诊疗人次３６５万人次，门急诊人
次３６０万人次，入院人数３．９万人次，住院患者手术人
次１．２万人次。２０１６年总收入６．５亿元。

医改医政　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完善院长负
责制，制订公立医院院长任职资格、选拔任用和年薪制

等制度。统一院长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的竞聘、调

配和任命工作，调整任命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和
区人民医院院长。制订《二、三级医院综合目标管理责

任书》，建立针对苏州科技城医院和高新区人民医院不

同级别医院的考核体系。４月１日，完成全部政府办医
疗卫生机构关系转隶，实现全区卫计系统人、财、物一体

化管理。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率先成立区级医疗联合

体。启动并推进“５３１”医疗卫生提升功能，开展５大分
中心创建工作。推进卫生重点工程建设，苏州科技城医

院完成建设，高新区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和第七人民医院

工程主楼封顶，通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区福利中心完

成地下工程，阳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工程进行设

计图纸审核，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异地新建工程列入

计划，枫桥、浒关社区卫生机构随医院同步建设。开展

依法执业、诊疗科目、人员资质、传染病疫情报告和门诊

设置、医疗废弃物废水的处理、消毒隔离、临床用血、母

婴保健等医疗卫生监督检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３３份，
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７３份，处理投诉举报２７起，立案
查处１１件，罚金总计１７１５０元。开展放射诊疗机构基
本情况调查、医疗机构临床用血专项监督检查、医疗广

告专项整治、口腔诊疗服务机构专项监督检查、传染病

防治、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专项技术监督检查、清理整

顿医疗机构出租或承包科室及违规开展医疗技术临床

应用专项检查、预防接种规范管理专项检查、医疗废物

管理等专项、生活美容服务机构非法开展医疗美容行为

专项行动。行政处罚共立案２９件，罚没款６．９８１万元。
实施《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实施办法（试行）》，做好权力阳光运行工作。开展

行政许可工作，发放许可证７３０户次。开展学校教学生
活环境卫生、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学校饮用水卫生等

·３６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专项检查。开展住宿业、美容美发业、沐浴场所的日常

监督检查，推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开展生活饮用水监督，对３家水厂的出厂水３进行常规
项检测，合格率１００％。开展消毒产品监督，检查５家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计人事　全区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实现
“人、财、物”一体化管理，实现编内、编外人员统一调

配；股级干部聘任管理。截至１２月底，一体化管理机构
在职人员２１００多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１８００多
人，编内６２０人。建立符合本区域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
制度，大力提升收入较低的单位，逐渐调节、平衡一体化

管理机构的收入，积极提升一线医疗技术骨干的实际收

入。实行一体化管理机构的编内、编外人员统一招聘管

理，全部采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形式，严格按照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的相关规定和流程执行，确保招聘过程公

开、公正、公平。

公共卫生　推进艾滋病检测筛查点建设，开展艾滋
病检测和自愿咨询检测工作，强化与高校合作，推进校

园健康宣教，开展艾滋病基础知识培训和同伴教育主持

人培训。加强结核病人发现管理和学校肺结核疫情处

置力度，各项指标均符合监测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

开展查螺、灭螺工作，全区累计完成巩固性灭螺１８．８２
万平方米。积极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成立

高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领导小组，落实社区诊断报

告、窝沟封闭、工间操、健康体检、健康自助小屋、健康主

题公园等项工作。推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

精神卫生综合试点管理。为辖区常住人口规范建立居

民健康档案并及时更新，区信息平台累计建档管理

２８９万人。完成４家精神病日间康复站的建设，各镇
街道均建立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并进入实质行

运行。

妇幼计生　落实两孩新政实施工作，实行生育登记
服务，完善计生审批制度，深入开展“阳光计生”行动，

坚持实施“一票否决制”，全年审核评优评先单位和个

人１０批次，１４９例。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全年发放农村
部分奖励金３６５．５万元，享受人数达３８０８人。发放计
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２７０．３５万元，扶助对象４２１人。
发放公益金２５．４万元，扶助人数１０６人。发放企业退
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５３７５．５２万元，奖励人数１４９３２
人。推进妇幼健康体系建设，２０１６年完成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１５６９对，免费产前筛查３６３９人，购置优生
疾病保险６９８２人，保险金额３４．９１万元。建科学育儿
项目点２１个，实施０～３岁“社区优育课堂”公益项目。
横塘“四点半”学校社会融合项目成为国家流动人口社

会融合项目点。加大特扶对象帮扶力度，实现“连心家

园”全覆盖，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失独’家庭抚

慰情感行动”，成立“苏州高新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法

律援助站”，开通诊疗“绿色通道”。全力打造新型人口

文化阵地，打造通安镇“健康教育园”、浒墅关镇“红叶

人口文化园”，高博软件学校 “青春健康俱乐部”。

红十字会　２０１６年，区红十字会紧紧围绕“５．８世
界红十字日”等纪念日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近２０余次，发
放宣传资料９９０１余份，接受群众咨询８５６１人次，受益
人数近４００００人次。全年捐赠收入１４．６１万元，发放救
助金１７．１万元，慰问品价值１４．０４万元，慰问困难群众
近１８００户，近５１００人次受益。开展公益性应急救护
百万培训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等活

动，完成初级救护员培训１１４２人，完成率２０７．６％，普
及性培训６７６６人，完成率１３５．３％，应急救护师资初训
９人，复训２人。６月，盐城市阜宁县、射阳县部分地区
突发龙卷风冰雹严重灾害，区红十字会发起捐款倡议，

共筹得救灾款约２．０１万元，所筹善款全部用于开展灾
后救助工作。全年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４１例，在捐献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中有１２例初配成功并通过再动员谈
话，其中７例进入高分辨检测，２例进入体检阶段，１例
成功捐献。全年共有１９名志愿者登记捐献遗体，１９名
志愿者登记捐献角膜，１２名志愿者登记捐献器官。

（许雪明）

·４６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南　通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项目 数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项目 数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３１３１ －１６ －０．５１ 卫生人员（人） ５４７７１ ２７７４ ５．３３
医 院（个） ３２１ １５ ４．９０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４３５７０ ２５０３ ６．０９
床 位（张） ３９１４７ ３１１６ ８．６５ 乡村医生（人） ３５３１ －２０７ －５．５４
医院床位（张） ３９１４７ ３１１２ ８．８８ 个体开业人员（人） １５０４ １０５ ７．５１
平均每千人口医院

床位（张）
５．２３ ０．４３ ８．９６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

技术人员（人）
５．９７ ０．３４ ６．０４

人

口

常住人口总数（万人） ７３０．２

出生率（‰） ８．４

死亡率（‰） ８．９

自然增长率（‰） －０．５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４０２９．２７

门诊人次（万） ３７３５．８３

急诊人次（万） ２０４．９２

住院总人次（万） １１８．０１

出院总人次（万） １１７．６２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２３３８２１．８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１５．１１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率（％） ３．１２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９５１１２６．４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１０９４５４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８３．４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９４０４．０

　　２０１６年，南通市共有常住人口７３０．２万人，全年出
生率８．４‰，全市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出生人口男女
性别比１０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率９８．２５％。全市
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３１３１个，比上年减少１６
个，其中，医院２１６个，卫生院１０５个，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站）９个，妇幼保健院（所、站）７个，卫生监督所 ７
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３个，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４．３万人。年内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共招录４９４名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硕士１２３人，博士２人。全市人
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达到６７．１４元，居民人均期望
寿命提高到８１．４３岁，孕产妇、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
５．６１／１０万、２．７９‰以下，群众主要健康指标位居全国
前列。在２０１６年度全省三级医院患者满意度调查中，
综合满意度９６．０５％，居全省榜首。启东市开展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示范经验，获评江苏

唯一全国表彰真抓实干的县级样板，该项目获评市政府

创新奖评选一等奖。海安县、如东县被国家卫计委命名

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在年底全省卫生计生工作考评中，该市荣膺综合医改创

新奖、年度重点工作优秀奖。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南通市市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出台工
作规则，对市属医院绩效考核办法及总会计师制度等事

项进行专题会商，启动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市

区１２所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药品收入占比同比

下降５．１１％，市政府明确以亏损补偿为基础、同时挂钩
药占比和盈利能力进行补偿，各级财政共补偿１．４亿
元。市级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全年预算９．９３亿元，市
属医院债务化解任务全面完成。推进公立医院人员编

制备案管理，完成市属医院人员总额备案核定，备案制

人员同工同酬政策基本到位。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遍

实行院长年薪制。全市按区域划分７个药品采购联合
体，通过省级平台进行药品带量价格谈判，入围价格比

企业挂网价平均降低 ３２．６０％，比原采购价平均降低
８２４％。市区医联体平稳运行，家庭医生制度全面推
开，以慢性病为重点的分级诊疗体系初见雏形，全市以

县（市、区）为单位签约覆盖率１００％，重点人群签约率
３８．９４％。启东、海安等地全面推进县乡村卫生机构一
体化管理，强化资源共享、技术共建、业务协作，形成双

向转诊的良性机制，基层门诊和住院人数明显增长。

二、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医疗资源科学布局，加强薄弱地区医疗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新门诊楼及地下停车

场，市第二人民医院门急诊病房综合楼主体工程等被列

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市急救中心提档升级工程顺

利实施，通州湾建成急救分站，院前急救服务能力得到

提升。被国家民政部和卫计委联合确定为“医养结合”

试点城市，全市已有１０家社会办医疗机构升级为二级
以上医院，已建成８所护理院，床位１５００张，在建３所，
拟增床位８０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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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卫生服务

实施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和４个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完成 “两癌”筛查项目，及早确

诊宫颈癌７５例、乳腺癌９８例，全部落实跟踪管理服务。
传染病防控持续保持平稳态势，艾滋病全人群筛查覆盖

率１３％，全市通过省消除疟疾和省有效控制肠道寄生
虫病达标验收。加强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推进数

字化儿童保健门诊，免疫规划预防接种率９８％。在市
区建成六家心理健康咨询站，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

率９７．４％。建成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中心，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实现全覆盖。如皋市建成省级卫生应急

规范市，全市新增２７个卫生应急规范化乡镇（街道）。
在启东“５．３１”爆炸事故中成功救治伤员３１人，圆满完
成２３次卫生应急保障工作。

四、妇幼保健

市、县（市、区）两级均建立了由政府举办、独立建

制的妇幼保健机构，全市妇幼保健服务网络健全率

１００％。推进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
建成市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中心各１个。推进
基层妇幼健康门诊规范化建设，已建成５１家。完成全
市１７７６名助产／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考核换证工作，母
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持证率１００％。加强出生
缺陷综合防治，全市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率８６．６７％，出
生缺陷发生率 ５．２４‰。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
１００％，海安县、启东市通过省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
创建评估。

五、医疗服务

依托便民就医服务平台和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采取诊
前、诊间、出院，全天候、分时段、多维度预约方式，实现

预约患者优先就诊、优先入院。普遍开设方便门诊，完

善门诊“一站式”服务和导医服务，推行门诊、发药、取

药自助服务，实行分层分科分区挂号、收费、候诊。深化

优质护理服务，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共有５９１个病房开展
了优质护理服务，Ａ类病房上升至１７６个，占比近３０％。
各地积极开展“一专科一特色”服务，推广护理“品管

圈”活动，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规范诊疗行

为，持续开展医疗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共查处涉及

医师违法执业案件４件，罚款１．８万元。如皋针对民营
机构较多的现状，开展“医疗服务规范提升年”活动，医

疗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遏制。推进平安医院建设系

列活动，加快构建医疗安全防范体系，大部分二级以上

医院已安装应急报警装置并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网。完

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全年医疗纠纷调处率８６．７％；推
动医疗责任保险工作，一级以上公立医院参保率

１００％，民营医院参保率７２．９％。市级财政出资１３０万
元，为市区１．１万余名临床一线人员购买了意外伤害
保险。

六、无偿献血

加强无偿献血宣传工作，开展街头志愿献血和团体

组织献血活动，保障临床用血需要。强化血液质量安全

管理，未发生输血感染事故。全年市区无偿献血３．８万

人次，采集全血１１．１８吨，比上年增加０．７４吨；采集机
采血小板 ３２６３人次，５３２２单位，比上年同期上涨
５４３％。

七、中医药服务

１２６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中医馆（或中医药综
合服务区），建成省级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２个。海
安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通过国家复核。国

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对南通基层中医馆建设给予高

度评价。全市共有国家、省级名老中医工作室各１个，
市第三人民医院获评“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先进

单位”。建成省级中医临床重点专科７个，市级中医重
点专科１６个。拥有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１名，省中
医药领军人才１名，省第二批农村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５名。如东县中医院 ＰＰＰ模式建设养老护理院得到国
家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肯定。启动“章朱

学术流派”创建，完成１１００名乡村医生中医药适宜技
术培训。组织开展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科普巡

讲５６场次，发放科普资料２６０００余份。开展第四届中
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活动，各中医院组织开展了以冬季

膏方节为主题的中医药文化宣传。南通中医药文化博

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组织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１６次，
深受百姓欢迎。

八、计划生育

农村奖励扶助对象４．５万余人，独生子女伤残、死
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２万余人，计生手术并发症特别扶
助对象４２４１人，共发放奖励扶助特别扶助金５．９亿
元。为３．６万余名持证退休企业职工和１０１３名城镇
老年居民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１．２亿元。组织开展第十
次“思源工程”生育关怀行动，慰问１００户计划生育贫
困家庭，每户 ６００元。投入 ４８０００元扶助 ４０户计生
“空巢”家庭饲养波尔杂交山羊，投入６万元为４户计
生特困家庭实施危房改造。市卫生计生委与太平洋人

寿保险公司联合开展“博爱工程”生育关怀行动，免费

为全市４８０名０～１８周岁独生子女女性孤儿赠送意外
伤害保险。推动中国人寿南通市分公司、太平洋人寿南

通市中支公司出资１０万元，为１１０户计生特困家庭赠
送彩电。市计生协全年筹集３０万元资金，慰问各类计
生贫困者４００多人。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联系人制度的通知》，开展“亲情牵手”结对帮扶

活动，实现计生志愿者与独生子女意外死亡伤残家庭结

对帮扶全覆盖，为８０００多名“失独”老人赠送意外伤害
综合保险。组织开展人口发展研究，征集课题５２个，结
题３３个，专家评审出一等奖３个、二等奖８个、优秀奖
２２个，汇辑《南通市人口发展研究成果汇编（２０１６
年）》。向省人口学会申报研究成果３３个，向省老龄委
申报研究课题１６个，获省级三等奖１个。市政府发布
《南通市“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市卫生计生委、统

计局、公安局联合发布《南通市２０１５年度人口发展报
告》。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内。开

展禁止“两非”行为宣传海报评选活动，组织医务工作

者向社会公开宣誓承诺，加强妊娠１４周以上施行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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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妊娠手术证明管理，组织整治“两非”专项行动联

合检查，全年未发现有涉及“两非”的非法行医人员和

非法行医机构。开展“关爱女孩携手行”活动，帮扶如

皋市困难计生家庭女学生３０人、发放助学金４万元。
九、流动人口管理

印发《南通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联席会

议制度》，明确十三家部门工作职责，实现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组织对市区流动贫困女

孩慰问，开发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微平台，利用省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电子化。

组织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在抽样框编制、调查员选

派、现场调查组织、问卷审核录入等环节认真把关，如

皋、海门、启东以零误差的成绩受到国家卫计委表彰。

十、信息化建设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市区１０家医院全面连通，累
计收集数据１．４亿条，存储健康信息超过２００万条。基
层卫生信息平台覆盖至１１２７家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涵盖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综合管理、系统管理四

大类１７０项功能。全力构建智慧院前急救体系，推进精
准救治惠及民生，该项目荣获市政府创新奖。搭建便民

就医服务平台，诊间报到、诊间结算、床边结算、一站式

服务等便民惠民信息系统在大医院基本覆盖。１２３２０
卫生服务热线、微信等各类预约挂号６．８万人次。成立
南通市远程医疗管理中心和综合医疗、精神卫生、妇产

科三个远程会诊中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重心下沉。区

域影像诊疗平台投入使用，１２家客户端检查上传１．３
万人次，会诊３６４９人次，有效提高基层影像诊断水平。

十一、医学科研

实施卫生接轨上海战略和“定向跟踪赶超计划”，

推动医学重点学科培育工程，实施青年医学科研基金项

目。年内，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省医学科技一、三
等奖各１项，市科技进步奖４６项，其中特等奖１项，一
等奖２项，二等奖１３项，三等奖３０项。省新技术引进
奖８项，中文核心期刊论文３３１篇，编著出版科技和科
普著作４２部，国家专利１５１项。医疗卫生机构发表ＳＣＩ
收录论文１３３篇。

十二、人才培养

制订《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实施方案》，实施省级

医学重点人才培育工程和市医学重点人才培育项目。

入选第五期省３３３第二层次（卫生领军）人才１名、第三
层次（卫生拔尖）人才２９名，入选省医学重点人才１名，
省医学青苗人才４８名。全市有５８４名住院医师取得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８２名基层医生取得全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８３名基层医师取得全科医
生转岗培训合格证书；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在培人员１０７
人。全市医疗卫生单位共有４４６３人参加全国卫生专
业技术考试，较 ２０１５年增长 １２％，其中初级（士）３２６
人、初级（师）２１６３人，中级１９７４人；全国卫生人才评
价考试１０１人；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９４８人。组织
２０１６年度全省卫生高级实践能力考核工作，共１８４２人
申报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其中，正高 ３９０人、副高

１４５２人。
十三、卫生计生综合监管

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３０项，实施一般程序卫生
行政处罚７７７件，移送公安机关３０件。启动传染病防
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作，完成对３３０家医疗卫生
机构的评价工作。建成覆盖城乡的打击非法行医监测

网络，建立监测哨点 １９０８个，查实非法行医案件 ６３
件。试点推行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建立

双随机抽查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开展典型案例征

集活动和行政执法微课评比活动，获省一等奖１个，二
等奖３个，三等奖４个。

十四、卫生城市建设

制订《南通市建设健康城市工作初步方案》，全年

建成１个国家卫生县城、２个国家卫生镇、５个省级卫生
镇、２００个省卫生村；全市共完成居民健康素养评估学
习系统３万余人次，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资料入户
率９２．９％，建成３座健康主题公园，累计建成健康支持
性环境３５９个；崇川区通过“省健康促进示范区”考评，
如皋市被邀请参加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大

会并发言；农村改厕工作被纳入市委、市政府农业农村

重点工作，改厕进度全省第一。

十五、纪检监察与职业道德建设

加强系统文化建设，丰富“修医德、强医能、铸医

魂”主题活动形式内涵，营造奋勇争先、干事创业的政

治生态，凝聚修身律己、实干兴邦的正能量。按照管行

业就要管行风要求，加强预警，关口前移，实施处方点

评、临床路径、按病种付费等管理控减措施，在重点环节

关键岗位扎紧制度的笼子。制订《南通市卫生计生委

廉政勤政约谈办法》，用好“四种常态”，对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及时扯袖红脸出汗，使勤廉要求落地生根。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扎实开展信访维稳、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逐级签订责任书，做到目标、职

责、任务三落实。年内，开展安全督导巡查、互查等活动

１６次，发现整改安全隐患 ７８起，确保安全事故“零发
生”。

（徐建丽）

　　【加强沪通医疗合作】　２０１６年，南通市直８家医
院继续与上海知名三甲医院加强长期稳定的业务协作

关系，在管理理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技术

引进等方面实现无缝对接。两地联合申报课题国家级

２项、省级５项、市级１５项、局青年基金１０项，举办上海
名医大讲堂８场次，参加两地学术交流活动３０００多人
次，选派优秀业务骨干至上海进修培训１５０人次，上海
专家来通坐诊２００余人次，教学查房８０余人次，引进新
技术项目省级３项、市级２５项、院级８０项。探索异地
导师制培养模式，聘请上海名医为南通市医疗机构学科

学术带头人当导师，实施师徒结对青蓝工程，开展长期

带教活动。

（徐建丽）

·７６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港闸区

基层卫生、医政医管　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将
启动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列入港闸区２０１６年为民
办实事重点项目加以推进，上年内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将标准化建设列入区委区政府“五大工程”项目进行重

点推进，全面完成陈桥中心建设任务，年内已有５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省级标准化建设要求。同时，秦灶

中心异地迁建方案已启动方案论证。完成１３家政府办
社区卫生服务站标准化改建任务，新建成１家政府办社
区卫生服务站。政府举办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做法已在

市区范围内推广。扩大基本药物覆盖面，规范基本药物

采购和管理。大力发展中医药特色服务，唐闸中心中医

馆通过省级验收。实施名医惠民工程，聘请通大附院、

市一院、市中医院１２名知名临床专家定期到中心坐诊。
２０１６年，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总人次首次
突破３０万，较上年增长８．３％，基本药物销售额１４２０
万元，较上年增长１０．１％，直接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近３００万元。

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　开展霍乱、手足口病、肺
结核、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传染病发病率稳

中有降，未发生传染病流行和暴发疫情。在全市率先实

现预防接种和儿童保健数字化门诊全覆盖，建立疫苗冷

链２４小时监测报警系统。优化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
内容，成功引导２３５２户家庭自主签约。全年规范管理
高血压患者３．４万人、糖尿病患者１．２万人。规范实施
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叶酸补服等重大妇幼服务项

目，为８８７６名适龄妇女免费提供“两癌”筛查服务，查
出乳腺癌１例，宫颈癌３例。开展“小学生护牙工程”，
为辖区２０００余名三年级学生实施窝沟封闭项目，降低
龋齿发生率。为１２５３０名居民提供城市癌症早诊早治
筛查服务，确诊肿瘤患者８人。平稳实施婚检、孕检一
条龙服务，全年婚检率为 ９７．１％，孕检指标完成率
１００％。加大无证行医打击力度，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
非法行医罪案件一起，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服务成
效显著。加大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关怀力度，出台

《港闸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

实施办法》，全面提高帮扶标准，实施以来，区、街道两

级财政累计支付扶助金８１．６３万元。积极落实普遍两
孩政策，充分利用政府网站、“微港闸”等主流媒体宣传

登载政策规定，制作宣传折页、海报、易拉宝、政策读本

等资料５０００多份，宣传到户、发放到人。全区生育登
记１７７８例，其中二孩５８７例，占比３３％。推进幸福家
庭建设项目，聘请弘爱社等６家服务团队落实对口帮扶
制度。开展以救助贫困母亲为使命的社会公益活动，给

张小荣等１０名贫困母亲送去慰问金。组织区红十字会
的爱心单位向２６名“失独”困难家庭赠送 “免费体检套
餐”“四优先”爱心就诊卡。成功举办幸福家庭大型专

题文艺演出，传播幸福家庭建设正能量，积极推广家庭

发展、全面两孩、优生优育新理念。

爱国卫生　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复查。全力推进“五小”行业国家文明城市专项整治工

作，在南通市区创建长效管理考核中排名靠前。

纪检监察　贯彻落实区委落实“两个责任”实施意
见的要求，结合行业特点，按照“一岗双责”要求，认真

梳理委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从组织领

导、肃纪正风、选人用人、规范权力、支持执纪、源头治

理、齐抓共管、完善问责机制八个方面，细化目标任务、

计划举措，明确职责分工及年度序时进度。建立了廉政

风险管理制度，从教育、制度、监督入手，把对权力的监

督制约贯穿于行政事务和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形成标

准化、规范化的防范模式和处置措施，有效控制和及时

化解岗位廉政风险。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与分管

科室、下属单位负责人层层签订责任状。定期召开委党

组会议分析卫生计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进展情况，对年

度各阶段工作作出明确部署和要求，严格执行廉情约谈

制度。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印发专题教育实施

方案，强化统筹推进，系统各支部紧扣三个专题组织研

讨交流，围绕“五查摆五强化”，列出问题清单，边学边

改。创新学习模式。充分结合卫生计生系统实际，创新

性建立“二四九”学习教育模式，即党总支实现“新转

变”、塑造“新形象”，全体党员开展“三亮”、“三定”、

“三比”、“三评”四项行动，党员领导干部落实“九项清

单”。突出学深悟透。采取中心组学习、专题培训、辅

导讲座、交流座谈等多种学习方式，增强了学习的科学

性，全年组织党员学习讨论２０多次，中心组学习７次，
邀请专家专题辅导２场次。通过“互联网 ＋党建”平台
学习，全体在职党员加入江海先锋党建平台，同时建立

机关ＱＱ群，随时学习最新党建理论。开展走访慰问计
生特殊家庭、专家义诊进社区、关爱空巢老人等一系列

活动１１场次次。开通卫计系统专用行风监督热线，同
时做好１２３４５政府公共服务热线、网上回帖、来信来访
等工作，做到受理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全年受理各类投诉１０起，接处率１００％。
全市率先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层面第三方行风测评

新体系，通过问卷回访、人员测评、暗访等形式，开展独

立的行风满意度测评。改善医患关系，开展服务礼仪专

题培训，邀请高等院校资深教授为全系统医务人员讲授

服务礼仪知识，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行为，树立卫

生计生行业新形象。组织基层医务人员学习《医疗机

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和《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

不准”》等规定。

（张　伟）

崇川区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登记注册医疗机构１４家，
设置医疗机构５０家，变更登记注册４６家，注销医疗机
构１２家，停业医疗机构２４家，校验３８８家；办结公共场

·８６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所行政许可现场勘查 ４４户次，核换许可证现场勘查
１６０户次；监督公共卫生场所１０７户，责令２６户整改；结
合医疗机构年度校验工作，对辖区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全

面监督，举办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安全水平；执行卫生监督行政处罚１０起，罚
款２０４００元；对辖区内２８９家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测，
做好学校卫生监测工作，严防生活饮用水安全事故

发生。

疾病预防控制　做好计划免疫工作，开展国家预防
接种规范管理活动，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常住儿

童、流动儿童各苗接种率、及时率均达到省级指标；全年

未发生甲类传染病，乙类、丙类传染病发病率保持在可

控水平；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治，积极开展艾滋病、结核

病、疟疾、麻风病宣传防治工作，开展高危行为干预，不

断完善疫情监测网络；扎实做好卫生应急工作，增配卫

生应急物资，清理过期物品，强化卫生应急演练，及时上

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接报可疑食源性疾病事件４起，
均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置；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完成学生午餐、网店自制熟肉热制品等食品污染物样本

监测５３份。顺利完成城东街道精神卫生中心建设。
医政医管　完善考核制度，在全区施行新的目标考

核办法，联合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每季度进行考

核、通报，按考核结果拨付经费，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工作

开展；调整财政补助办法，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劳

多得、优绩优酬，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口腔医

院分院顺利搬迁，平稳过渡，全年业务收入６４６５万元，
同比增长２３．６％；深化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医院班子及
服务团队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强化考核杠

杆作用，进一步深化、细化二级考核，提升非经济指标考

核比重，考核体系更为严谨科学；全面实施医药价格综

合改革，所有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２０１６年医院药品占
医疗收入比重降至１１．４％，进一步降低了患者的药品
支出。明确江苏美丽园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市口腔医

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今后３～５年的发展定位、管理运营
模式、业务指标等，旨在通过美丽园公司的企业化运作、

市场化管理，实现国资改革与卫生运行机制改革、资产

运营与社区医疗布点、国资保值增值与卫生医疗事业发

展的“三个紧密结合”，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美丽健

康产业。

基层卫生　人均基本公卫经费提升至７５元。启用
新系统后录入重点人群健康档案８．８万余份；继续深入
实施健康助老工程，为４万余名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
强化重性精神病人管理，制订《崇川区易肇事肇祸精神

病人专项救助基金使用办法》，落实专项救助基金５０万
元，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９８２例，规范管理率
９１８４％；做好慢病监测和慢病患者管理工作，规范管理
高血压人数４７８３９人，糖尿病１５９６０人，高血压规范管
理率４６．０５％，糖尿病规范管理率６０．５３％；抓好南通市
儿童口腔疾病卫生干预，共完成５０００名学生的窝沟封
闭任务；广泛开展控烟宣传，全区所有医疗卫生机构、中

小学校均建成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无烟学校；开展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推进健康企业、健康机关、健康学校、

健康企业、健康家庭建设，努力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水平；

扎实做好病媒生物防制，有效防止传播性疾病流行。获

评江苏省健康促进区。

妇幼健康服务　为１．６万余人开展“两癌”筛查，
其中确诊乳腺癌 ５人，宫颈癌 ６人，宫颈癌前病变 ６４
人，确诊患者均已接受了相关治疗；早孕建卡率和５次
健康管理率进一步提升，早孕建卡率为９８．６１％，５次健
康管理率９８．５２％，产后访视率９８．５４％；认真做好０～６
岁儿童健康管理工作，０～２岁儿童健康管理率
９６３２％，完成４～６岁健康管理２１８７１人，强化对托幼
机构的监督管理。

计划生育　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实行生育服务
登记制度，２０１６年登记４４４５对，登记率９８％；做好再生
育审批工作，共审批５４例；特扶金、奖扶金、并发症人员
扶助金、无业居民一次性奖励金全部准确发放到位；组

织开展首届“幸福家庭”评选活动，评选出９户“崇川区
幸福家庭”，１０户家庭获评南通市“幸福家庭”，成功创
建第三批全省幸福家庭建设项目县；组织１６６０余对夫
妇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发放叶酸１．２万余盒，
开展早孕和妊娠结局随访服务６６１７人次；完成８８３２２
条流动人口数据核查，进一步提高了流动人口信息系统

数据准确性；积极落实流动人口“八免二奖一关怀”计

划生育服务，为流动人口报支“四项手术费”３万余元，
组织ＲＴＩ检查３０００余人次；制订《区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关于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

人制度工作实施办法》，组织４３４名“失独”老人参加免
费体检，为全区“失独”老人、残疾人员购买保险１２６９
份，理赔２８．７６万元，赠送公交卡３７２张、狼山风景区年
卡３７８张，慰问生病住院“失独”老人５２名，发放慰问金
３４６００元，在重大节日和计生活动纪念日期间，组织活
动、上门慰问１８７０余人次，发放慰问金７０余万元。

硬件建设　南通市口腔医院新院正式搬迁运营；完
成狼山、文峰、钟秀、任港、新城桥、虹桥中心施工改造，

内外环境进一步改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覆盖全区１１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分中心配置了 ＬＩＳ系统；为９６
个社区配置“移动随访本”，方便家庭医生上门随访；推

进网络硬件建设，升级改造计生专网，更新 ＶＰＮ网关，
基本解决网络慢卡现象。

（黎红霞）

海安县

概况　２０１６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３９５家，
其中县级公共卫生机构４家、区镇卫生计生所１０家、医
疗机构３８１家。医疗机构按其规模功能分：三级医院
２家，二级医院 ４家，一级医疗机构 ４３家，诊所、医务
室、门诊部９４家，基层医疗机构２３８家（其中卫生院１０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２家、村卫生室２１６家）。医疗机

·９６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构总床位４９７４张，卫生技术人员４８１５人，其中执业医
师、执业助理医师２１８３人，注册护士１７６９人。

公立医院改革　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调整
完善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健全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制

度，制订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行方案，公立医院运

行新机制基本形成。

医政管理　严格准入管理，加强医院、诊所、医务
室、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年度审核、校验工作。

１４家单位因达不到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予以暂缓校验并
责令整改，注销１８家单位的２３个诊疗科目（项目），核
准６家单位的６个诊疗项目。组织开展医疗机构专项
整治行动，上半年完成城区民营医院感染控制、临床用

血、医疗广告发布、抗菌药物应用管理及手术分级管理

等９大方面的专项督查指导。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儿
科除外）从７月１日始停止门诊输注抗菌药物。推进
“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在市级比赛中

获得“团体一等奖”和两个“个人二等奖”，团体组代表

南通市参加省级比赛获得“二等奖”。与县总工会、县

人社局联合开展慢性病防治技能竞赛、护理常用操作技

能竞赛暨护理文件书写规范评比活动。对全县基层医

生队伍开展“高血压、糖尿病分级诊疗技术指南”培训，

统一规范基层机构高血压、糖尿病的治疗用药配备目

录，提升基层慢病治疗的接续治疗能力和规范化管理水

平。定期组织“三基三严”和岗位职责培训，推进临床

路径管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定期开展处方、医嘱点

评，抽查评估乡镇卫生院门诊、住院病历；建立医疗安全

预警机制和医患矛盾排查上报制度，实施医警联动，及

时参与医患纠纷的处置。全年处置纠纷４６起，其中涉
及经济补偿３１起，总体费用较上年有所下降。贯彻落
实《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改善就医环境，优化就医

流程，推进信息化建设，患者登录移动服务平台，通过手

机，就可以轻松获取从门诊到住院、从资金流到信息流

的全流程医疗服务。李堡、城东镇中心卫生院被命名为

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开展患者满意度第三

方评价。出台《海安县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方

案》《关于进一步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公立医院医

疗服务范围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医疗机构双向转诊

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稳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拓展医疗联合体功能，联合体覆盖全县所有政府办

卫生院及其所属村卫生室，并延伸到部分民营医院。

２０１６年，下派专家２０３人次，参与诊治患者１０００余例，
开展手术５６台次，组织教学查房３８例。调整完善签约
服务方案，明确以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及高血

压、糖尿病、结核病等慢性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

重点人群为签约服务对象，以县医联体为依托，由县、

镇、村医生共同组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积极探索

“签约医生服务联盟”，新签约１９１６２人，其中：重点人
群６４８９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区镇村覆盖。各基
层医疗机构和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病医院全面实施基本

药物制度，全年使用基本药物８６００万元。
中医药　推动乡镇卫生院的中医馆建设，利用中医

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加大基层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适

宜技术推广力度，鼓励村卫生室开展多种中医药服务。

６月份，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的复核评审；１１
月份，李堡、雅周、大公等３家（中心）卫生院完成中医
馆建设，南莫、曲塘、滨海新区等３家（中心）卫生院成
为中医馆建设单位，两名基层中医骨干通过农村中医药

优秀人才省级评估。

计生服务　开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
进单位创建。制订海安县“新国优”创建工作方案，组

织对２０个样本点３００名目标人群开展自查。８月底，
通过南通市复查。１２月被国家卫计委表彰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印发《海安
县贯彻实施两孩政策实施方案》《关于贯彻再生育审批

工作制度的通知》，开展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况数据监

测与分析，２０１６年，全县出生６９９５人，其中一孩４３７３
人，二孩 ２５９０人，多孩 ３２人，生育二孩及以上占比
３８％。开展主题突出、形式新颖、群众欢迎的“幸福家
庭”系列创建活动，成功举办“南通市幸福家庭携手行

暨表彰颁奖晚会”。按序时完成奖励扶助工作，２０１６年
新增奖励扶助８２６７人，特别扶助４６１人，企业退休职
工一次性奖励６０９４人，城镇老年居民一次性奖励１１１
人。奖扶政策落实率１００％。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扶助工作，走访慰问计生特殊困难家庭４３０多户，
赠送慰问扶助金１３万多元。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
工作列入对各单位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完善两非信息

系统登录、监测、反馈工作。定期采集核对公安、人社、

防疫部门信息，提高流动人口入库率。完成国家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样本点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信息上报工作。

母婴保健　２０１６年，全县活产数６７２２人，儿童保
健建册率１００％，新生儿访视率９９．４０％；全县７岁以下
儿童健康管理率 ９７．４４％，７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６９２％，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３．５７％。婴儿死亡
率２．７８‰，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３．８６‰，出生缺陷发生
率３．９２‰。全面实行体弱儿分级分类管理和高危儿专
案管理，全年筛出体弱儿３０２５人，高危儿１５４３人，专
案管理率１００％，并按要求进行转诊、随访。依据“儿童
生长发育监测图”进行发育评估，为６１１２名儿童提供
儿童发育筛查服务，对４７例可疑及无法测定的儿童进
行了复查，及时为１５例异常儿童提供转诊服务。开展
４～６岁儿童健康体检，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全面体格检
查、生长发育和心理行为评估，血常规检测、视力筛查、

口腔保健服务，开展合理膳食、心理行为发育、意外伤害

预防、口腔保健、常见疾病防治等健康指导。全面开展

儿童中医保健指导服务，０～３６个月儿童总数为１６３４６
人，接受中医调养服务１１２６５人，覆盖率为６８．９２％。
拓展婴儿髋关节病筛查和婴幼儿童视力筛查项目，为

２６９７名婴儿提供髋关节病筛查服务，为３３１５名０～３
岁儿童提供视力筛查服务。全面实行孕产妇健康分级

分类管理，严格执行首次产前检查建卡制度和孕产妇跟

踪管理制度。产后访视人员统一申报审批、培训考核和

持证上岗。加强对符合政策育龄妇女的摸底登记和孕

·０７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前健康宣传指导工作，督促育龄妇女怀孕后主动接受孕

产期健康管理。２０１６年产妇数 ６６４７人，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产妇建卡率１００％，早孕建卡率９５．１７％；产前检
查５次及以上孕妇检查率 ９２．１９％，产后访视率
９８５３％，高危妊娠检出率５２．２２％，高危孕产妇专案管
理率１００％，全年未发生孕产妇死亡。全县四项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部完成指标。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５５７３人，任务完成率１４４％；发放叶酸４３５３
人，任务完成率１１９．９２％；宫颈癌检查２９２６７人，任务
完成率１１７．０８％，检出宫颈 ＣＩＮⅠ１３６人，ＣＩＮⅡ和 ＣＩＮ
Ⅲ １３７人，宫颈癌１１人；乳腺癌检查３０５４５人，任务完
成率１２２．１８％，检出乳腺癌２２人。免费为接受婚前保
健服务的４４９０人提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咨询
服务，接受初次产前保健的孕妇７２９２人，全部接受艾
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及咨询服务，筛出并管理梅毒阳

性孕产妇９例，艾滋病抗体阳性孕妇２例，均进行了早
期干预。住院分娩产妇６３６７人，孕期或产时接受艾滋
病、梅毒和乙肝检测及咨询服务６３６７人，管理５例梅
毒阳性产妇及所生儿童，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产妇所生

的２５８名活产儿，提供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服
务，母婴阻断项目服务率１００％。新登记结婚４４０８对，
免费婚检４３４１对，婚检率 ９８．４８％，检出疾病７６５例，
占婚检人数８．８１％，影响婚育人数２７３例，占实检人数
３．１４％，婚前卫生指导率 １００％，婚前卫生咨询率
１００％。５４４４人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检出高危４５４
人，均进行跟踪指导与随访服务。

疾病预防控制　艾滋病全人群筛查覆盖率
１０６％，顺利通过消除疟疾省级考核评估、麻风病防治
和梅毒控制规划省级中期评估，接受中美结核病综合防

治现场调研。组织开展２个国家级、３个省级慢性病筛
查与综合干预项目，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分别

８０４３％、７４．０２％。专题开展居民健康档案建档、慢性
病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重点考核指标的真实性督导核

查，开展“山东疫苗事件”调查处置、老年人健康体检资

质的审核认定与业内监督检查等工作。１１种一类疫苗
安全接种１４．２万针次，基础接种率均大于９８％；联合
综治、公安等部门，开展易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排查诊

断工作，全县患者检出率４．８４‰，同比上升０．２３‰。
基层卫生　完成６家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的扫尾

工作，全县２１６个村卫生室全部达标，其中省示范村卫
生室２０家，７个村卫生室争取到省村卫生室设施设备
扶持补助资金３５万元。制定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置
规划，完成８家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站标准化建设任务。
实行镇对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对村卫生室机构、人员、

业务、药械、财务、绩效考核实行“六统一”管理，在岗适

龄乡村医生全部办理“五险一金”，乡村医生的薪酬待

遇逐年提升，规范实施十二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基本药物制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镇、村全覆盖。

卫生监督　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１３项，实施卫
生行政处罚１３９件，移送公安机关违法行医案件１起；
全面启动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作，完成

对６１家医疗卫生机构的评价工作；逐步推行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爱国卫生　曲塘镇通过国家卫生镇考核，李堡、南
莫、雅周３个镇以及高新区谢河村等２５个村被命名为
省级卫生镇、村。曲塘、雅周、南莫、墩头４个镇３１个村
建成无害化卫生户厕所５２００座，并通过省市考核。全
县６０个健康家庭通过了创建初评。建成３个健康主题
公园、１个健康步道。禁烟控烟工作常抓不懈。

卫生应急　升级改造县卫生应急指挥中心，新增雅
周、南莫、墩头等３个南通市卫生应急工作规范镇，及时
有效处置２起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圆满完成１８次
卫生应急保障工作。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开展国家和江苏省食品安全
城市创建工作。全面推进医院 ＨＩＳ系统的食源性疾病
监测报告工作，食源性疾病监测县级综合医院和区镇全

覆盖。

人口健康信息化　县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基本建
成，基层综合业务应用系统在所有基层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村卫生室和１０多家民营医院部署上线。城乡居民
健康档案电子化管理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电子化

建档率８１．３９％，有效推进县镇公立医疗机构基于 ＨＩＳ
系统实现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功能。建成覆盖全县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区域影像会诊、远程医疗会诊两个平

台，并常态化应用。

医学科研　海安县人民医院申报市科研立项 ３４
项，市卫计委青年基金科研立项２０项。申报市卫计委
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６项，市卫计委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三
等奖５项。申报南通市科技进步奖４项，完成肾内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三场科研成果鉴定会，举办泌尿外

科袁海建南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毕业答辩会。县中医

院申报南通市科技局社会指导性项目３项、江苏省中医
药局科学技术奖１项、江苏省肿瘤科学技术奖１项、南
通市新技术、新项目、优秀中医药项目奖６项，申报海安
县第九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议表８项。

人才队伍　依托县医学会、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
先后举办糖尿病学术讲座、疝外科继续教育学习班、黄

热病及寨卡病毒病诊疗方案培训、“书香三八”读书报

告会、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新入职护士、护理管理人员岗

位培训、护理品管圈成果展示会、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

骨伤科、临床检验、皮肤性病学、胸部微创、重症医护第

七次学术会议、“江海港”精神卫生论坛、中西医结合抗

乙肝病毒治疗、急症急救知识等系列培训，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各类专业人员近３０００人次参加。组织实施“培
训乡村医生２００名”为民办实事工程，县级先后开办全
科医生务实进修班、中医适宜技术务实进修班等５个培
训班，共培训５４４人。积极实施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
骨干人才遴选计划。共遴选“江苏省优秀基层卫生骨

干人才”２２名，海安县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４２名。
行风建设　在公立医院组织开展预防医疗领域商

业贿赂教育活动；开展执行行风建设“九不准”和中央

八项规定等情况巡查；开展对雅周中心卫生院、原妇幼

·１７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保健所两家单位原主要负责人离任经济审计工作；开展

公共卫生老龄人健康体检专项资金抽查；患者满意度第

三方调查在全县公立医院全覆盖。举办海安县首届最

美护士评选活动，推选出丁月华等１０位２０１６年度海安
“最美护士”，王洁等 １０位“最美护士”提名奖，举办
２０１６年度海安“最美护士”颁奖典礼，表彰十佳最美护
士和十个最美护士提名奖。

重点工程　海安县公共卫生中心占地面积 ４２．９
亩，总建筑面积 ３４３３９．２平方米，工程总投资 １．７亿
元，２０１６年９月投入使用。

红十字事业　全县有红十字基层组织１１７个，红十
字会员 ６５８１６人，其中团体会员 ６２个，青少年会员
６０４００人，成人会员５４１６人。设立“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最美环卫人”“暖暖农情”等４种救助项目，参与报
灾赈灾向盐城市阜宁、射阳部分地区突发龙卷风灾害，

募集善款１３．２８万元。开展“健康护夕阳”等义诊、急
救、保健养生等宣传咨询志愿服务项目。缪爱华同志与

西安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符，捐献２１６毫升造血干细
胞。年内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１１９名，采集了血
样，成为中华骨髓库的新成员，其中有１０名志愿者与患
者初配成功，其中３人进入高分辨配型、２人进入捐献
体检阶段。全年无偿献血７４９２人次，献血量２４１．３８万
毫升。

（徐春勇）

海门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海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４２９
家，其中：公立医院８家（纳入三级医院管理１家、二级
甲等中医院１家、二级乙等综合医院３家、纳入二级医
院管理 １家、一级综合医院 １家、一级精神专科医院
１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４家，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３５家，民营医院６家，其他医疗
卫生机构１６６个。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２７０４
人，其中高级职称４００人、中级职称１１２５人，每千人拥
有医生２．０７人、注册护士２．０２人。全市人均期望寿命
达８１．２２岁。当年药品销售让利９２０２万元，县级医疗
机构住院和门诊次均费用同比下降２．５％和４％，人均
医疗支出低于南通地区平均费用近１０个百分点。全市
出生人口５７５７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９１％，人口自然
增率－０．１６‰，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９．５７。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海门市在取消药品
加成、破除“以药补医”、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的前提

下，聚焦薪酬制度改革、绩效分配考核、分级诊疗构建和

医疗联合体建设，研究制订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实施细

则、医师多点执业实施意见、医疗资源纵向整合实施方

案等各类改革草案１４个，全市全面深化综合医改的主
体政策框架基本确立。同步深化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

革，海门市人民医院新院建设人才储备计划正式实施，

中青年医疗骨干、专家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不再受编制

数和设岗数限制。１月份开始，首开南通地区先河，在
四家地区二级医院试点实施“先看病后付费”诊疗服务

新模式，全年累计受益住院患者１．６５万人次，垫付资金
７２６４万元，成为继组建全省首家县域内医疗集团之后
的又一张医改“王牌”，被南通市深化医改领导小组评

为“综合医改创新奖”。

医政医管　２０１６年，海门市县域内就诊率接近
９０％，药占比下降至 ４６．４７％，综合服务满意度
９６７５％。海门市卫计委与上海瑞慈医疗集团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为沪海两地开展远程会诊搭建有效沟通平

台。海门市人民医院成功晋级三级医院，成立“上海—

南通”介入联盟海门分中心和梅沃泌尿外科海门中心，

同步与海门市第五人民医院联姻协作、上下联动，在合

作运行新模式中迎来了两院新的发展契机。海门市中

医院全面启动三级中医院创建工作，并与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签约，挂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海门分院”，建

立起紧密型技术协作关系，成为海门人民家门口的“上

海医院”。加强药品集中采购、规范使用等过程中的监

督管理，开展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专项督导，确

保临床用药安全。中医药普及工程进展良好，１００％的
地区中心医院建成标准化中医综合服务区。推进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创建，新增省级示范化卫生院、

村卫生室各２家。
公共卫生　２０１６年，海门市基本公共卫生人均服

务经费提高至６５元，１２大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落实。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９１．２７％，高
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分别８３．８％和７７．４％。海门
市人民医院启动“基层互联网慢病管理领航项目”，开

启慢病管理新模式。４项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稳步
推进，超额完成省定指标，其中增补叶酸项目任务完成

率１６７．１５％，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完成率１９５．３６％，“两
癌”筛查项目任务完成率１００．８０％，预防３种疾病母婴
传播项目免费咨询和检测率均１００％。孕产妇死亡率
继续保持为零，婴儿和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
３３９‰和４．８９‰。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
展专项卫生监督和整治，监督覆盖率、信息报告率、举报

案件查处率均１００％。加快城乡创卫一体化步伐，新增
省级卫生镇１个、省级卫生村３６个。继续推进农村卫
生改厕项目，卫生户厕普及率９０．０５％。

疾病防控　２０１６年，海门市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
病率１２５．３５／１０万，同比下降１９．１２％，网络报告率、及
时报告率、及时审核率均达１００％，未发生重大传染病
疫情。进一步强化麻疹、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

的防控，不断完善市、镇、村三级疫情监测网络，加强对

不明原因肺炎和流感样病例的症状监测、登记、报告的

督导管理，所有预警信息均在规定时限迅速处置，审卡

及时率达１００％。完成血防监测查螺任务，高质量通过
江苏省血吸虫病消除考核评估。健全完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建立海门、崇明、启东三地联

防联控应急合作机制，同频开展突发事件紧急医疗卫生

救援。

·２７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人口和计划生育　扎实有序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做
好政策调整前后各项工作的衔接。当年全市办理生育

登记服务５３２５件，其他符合条例规定办理再生育审批
１０９件。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新要求，扎实落实流
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完善流动人口信

息平台建设，建立信息核查反馈机制，及时率和准确率

均９５％以上。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各项奖励优惠政策，
年内确认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６．９２万人、
特别扶助对象２５２１人，发放奖特扶金共计８００５万元，
发放到位率１００％。大力开展“幸福家庭”创建，积极培
育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典型，正余镇双烈村被列入南通首

批“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试点单位。

医德医风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惩防体
系建设，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扎实开展正风肃纪专

项治理和医疗设备采购专项督查行动。全年累计拒收

退还红包１６２个，合计金额９．０９万元，收到锦旗和表扬
信１３６件。海门市第二人民医院创建成为海门市级廉
政文化建设示范点。深入挖掘海门市中医院“最美姑

娘”汤金萍、海门市第三人民医院“人民医生”张国华等

医务人员先进事迹，精心组织宣传学习，广泛凝聚正能

量。委派海门市人民医院、海门市中医院６名技术骨干
赴新疆伊宁参与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被当地政府授予

“特殊贡献奖”。

（东　华）

启东市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４２１
家，其中三级医院２家，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１１家，分院２４家，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２６９家，民营医院７家，社会和个体医疗机构１０４家，卫
生单位４家，分别为卫生监督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
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卫生进修学校。全市卫

生技术人员４１９２人，每千人拥有卫技人员４．３９人，高
级职称３８６人，中级职称 １２３０人，执业医师（助理）
２２０３人，注册护士１８９８人，平均每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２．３０人，千人口注册护士１．９８人；病床３９８０张，
每千人拥有床位数４．１７张。

卫生改革　全市以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为龙头
组建两大医疗管理集团，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全部纳入集

团化管理。两大集团分别成立理事会和监事会，实行总

院长负责制，集团内医疗机构在理事会统一领导下实行

院长负责制。集团内部实行发展规划、人事管理、财务

管理、资源调配、绩效考核五个统一管理，建立分工协

作、分级诊疗、人才培养、质量管理、技术共享五大运行

机制，组建消毒供应、病理、会计核算三大资源集约中

心，远程会诊、远程教育、远程影像、远程临检、远程心电

五大技术共享中心。龙头医院对下级医院、龙头医院一

级科室对基层医院、基层医院对村卫生室建立长期稳定

的结对帮扶、对口支援工作机制，全面推行市级医院医

生驻镇、镇级医院医生驻村制度。２０１６年，两大龙头医
院共下派３８名中级以上医师对口支援，门诊接诊人次
达１３３６５，开展查房８６１次，各类讲座２６２次，指导手术
２８０次，疑难病例会诊６０２人次。实行人员总量控制和
编制备案制管理。集团内人员柔性流动。建立以体现

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为核心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实

行工资总量制。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完善，市级医院住院

患者逐步趋于合理化，基层医院住院患者明显增多，

２０１６年，全市市级医院住院患者数１３５２０６人，同比减
少４．４７％，基层医院住院患者数 ６７６９３人，同比减少
４１６％，基层占比为５０．０７％，同比略有上升；总门急诊
３３５７９２７人次，其中基层医院 ２４０９５９８人次，占比
７１７６％，县域内就诊率８８．３１％。全市基层医院上转
参合患者３４９１６人次，市级医院下转１５３２人次，全市
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急慢分治的就医新格局

基本形成，“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到市级医

院”目标逐步实现。２０１６年４月，该市被国务院确定为
全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市）。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
和一票否决制。全面两孩政策平稳实施。年满６０周岁
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对象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

到每人每月６００元、７００元，全年新增农村奖扶１５０１２
人，特别扶助 ５１１人，持证企业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
３５８０人，城镇老年居民一次性奖励 １５６人。打击“两
非”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在政策值

范围内。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全覆盖。

幸福家庭建设成效显著，“５１５志愿服务行动”被评为南
通市幸福家庭创建活动优秀项目，汇龙镇张品官家庭荣

获“南通市十佳幸福家庭”称号，北城区街道长龙三村

社区居委会被确定为南通市首批“新家庭计划—家庭

发展能力建设”项目试点单位。

医政管理　医院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病历
质量全面提升，优质护理水平逐步提高，医疗质量安全

事件发生率明显降低。学专科建设进一步加强，获国家

级以上科研项目５项，南通市新技术引进奖５项，南通
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４个，南通市卫计委青年科研基金
项目１个，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１０个。市妇幼保健院、
市精神卫生中心和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建设加快推进，

人民医院内科大楼、第三人民医院新病房大楼等相继启

用。人才队伍加快建设，全年引进硕士研究生１８名，本
科毕业生９５名。

公共卫生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至６５
元，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实施。居民
健康档案建档合格率９８％，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
体检率９０．５％，重性精神病患者规范管理率８８．３３％。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 ９０．５７％、
８９８３％，法定传染病发病率９０．３５／１０万，以镇为单位
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率维持在９５％以上，７岁以下儿童系
统管理率９７．２９％。基层孕产妇建卡率１００％，产后访
视率９８．６％，高危管理率１００％。卫生应急规范化乡镇
覆盖率３６％。二个规范化门诊覆盖率７３％。示范镇卫

·３７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生院覆盖率７８％。省示范村卫生室覆盖率４１％。
妇幼卫生　全面实行孕产妇健康管理和儿童健康

管理分级诊疗服务。产前筛查率９１．５９％，新生儿疾病
筛查率９９．２３％，助产技术服务复核评审率１００％，母婴
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持证执业率１００％。着力加
强两个危急重症急救中心建设，荣获“省优质服务示范

县（市）”称号。非医学需要剖宫产率从年初的６０％降
至５２．９９％。爱婴医院复核评估通过率１００％。妇幼卫
生重大项目规范实施，圆满完成“两癌”筛查项目，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完成率１２７．１％，全年新增叶
酸服用３３３２人，任务完成率１１４．５２％。全年为６１６１
例孕产妇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发现梅毒阳性

７例、ＨＩＶ阳性４例，均予干预和治疗。孕前优生检查
项目完成率１１３．３％，咨询指导及随访服务率１００％。

爱国卫生　巩固扩大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城市
卫生面貌保持良好状态。全面促进卫生镇、村创建，全

年建成省级卫生村 ３０个。完成农村项目改厕任务
５２００座，无害化户厕普及率９５．５４％。生活饮用水监测
点覆盖率１００％，合格率１００％。投入“四害”消杀经费
４０多万元，“四害”密度及媒传疾病发病率得到有效控
制。建成省级健康社区２个，省级健康单位２个，省级
健康促进学校２个。

卫生行风　卫生计生行风建设不断加强，群众综合
满意度９７．５１％。在市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检查的１７个
单位中名列第一，在机关效能考核中蝉联五星级机关。

党建主体责任有效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

展。积极创建“先锋型”机关，扎实开展党员积分管理、

“双联双争”、“双亮双比”等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争当勤

政为民、依法行政的表率。有２人获评省、南通市共产
党员，２人获月度身边好党员称号，３人获年度启东好人
及提名。委党委获市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双联双争”

惠民服务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

（徐卫菊）

如东县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县共有各类医疗机构４６１家，其
中医院４６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３９６家，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４家，医学在职培训机构１所。共有床位３６４９张，
平均每千人拥有床位３．７２张；卫生技术人员４３１１人，
平均每千人拥有４．３９人；执业（助理）医师数１９８１人，
每千人拥有２．０２人。全县总诊疗４８０．１万人次，出院
患者１０．３９万人次。全年业务总收入１６．９５亿元；业务
总支出１６．６６亿元，结余２９１９万元。全县医疗卫生机
构总资产２１．７２亿元，其中固定资产７．３２亿元。２０１６
年被评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
单位”和江苏省“十二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如东县

计生协会荣获全省计生系列保险工作先进集体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基本药物制度巩固提高，当年
财政预算１．４４亿元并序时预拨。公立医院改革努力推

进，拟制医改工作系列方案，逐步推行分级诊疗制度框

架。巩固发展新农合制度，连续 １０年参合率超过
９９％。当年１０月，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顺利并轨，努
力促进“三医联动”的形成。鼓励改制医院向医养结合

转型整合，遴选北坎医院、洋口医院、岔南医院先行试

点。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建设全面启动，一期工程投资

１２００万元。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四维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遴选两所中心级医院进行心电、影像、超声

远程会诊试点工作。

计划生育　规范医疗卫生计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许可项目；落实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完成国家

下达任务的１０９．３％。首次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宫内
节育器首诊登记工作，剖宫产率较上年度同期下降

８５３％。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司确定为
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试点。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能力和流动人口计生服务质量有效提升，当年累积奖特

扶及一次性奖励人员９６１１０余人，共支付计划生育奖
励资金近１．２８亿元。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开展整治
“两非”工作，推进幸福家庭创建活动，开展“流动人口

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示范县”创建。

医政医管　《如东县“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
规划》和《如东县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已
由县政府办、县发改委印发。全面落实“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４０项措施和医疗核心制度，强化医疗
质量控制。扎实开展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活动，

马塘、苴镇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表彰为“群众满意

的乡镇卫生院”。进一步深化优质护理服务内涵建设，

年内优质护理服务Ａ类病区新增２个。与南京思周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量身打造了医学在线考试软件，增强

医务人员业务理论学习的便捷性。加强用血规范管理，

在市年度联合内审中名列前茅。加快推进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群众就医诊疗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县人民医院

外科大楼年底前开始桩基施工；县第四人民医院项目工

程结合洋口港医院加快建设进程；丰利镇、双甸镇中心

卫生院完成项目前期准备；苴镇中心卫生院医技综合楼

完成施工招标并开工建设；曹埠、袁庄、河口、新店４家
镇卫生院进行选址新建。招引社会资本新建一所二级

口腔专科医院。

中医药　列入县政府“十二五”民生工程重点项目
的县中医院整体迁建工程即将竣工，该项目在全省乃至

全国中医医院建设项目中名列前茅，也是全国唯一的被

国家财政部列为ＰＰＰ项目的医疗机构。县中医院肛肠
科被江苏省中医药局表彰为“江苏省中医重点专科”；

大豫镇中心卫生院被江苏省中医药局表彰为“江苏省

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建成２家具有传统特色的中
医药综合服务区，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１０多项。

医教科研　做好基层定向生的委培工作，委托徐州
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培养临床医学、农村

医学等专业６１名。组织临床医学专业６０名在职研究
生学力教育，２０个专业委员会组织了３０期专业培训，
县医学会被推荐为“南通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加快

·４７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对接上海、省内外名医名院，县人民医院与上海十医集

团、上海胸科医院、军区总院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省级在研课题１个、市级２２个。
公共卫生　抓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台账管理，

加强疾病防控工作，被列入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创新试

点项目—特定人群健康水平测量与评价项目县，超额完

成目标人群的社区诊断现场调查、体检工作。在市级

“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用药知识竞赛”获得团体一等奖。

顺利通过预防接种规范化管理活动和血吸虫病消除省

级评估。新建洋口、掘港两家数字化门诊并通过市级验

收，服务人口５万以上的接种单位实现数字化门诊全覆
盖。６个镇建成卫生应急规范镇，组织霍乱防控应急处
置桌面演练。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编制卫生计生系统

权利清单和办事指南１９９项，卫生行政许可按期办结率
１００％。加强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计生的综合监督。全
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四项妇幼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任务按序超额完成，其中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

任务完成率１２３．２２％，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任务
完成率１１８．８８％。全县５万人口乡镇均建成儿童保健
数字化门诊。县疾控中心被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表彰为“江苏省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

先进单位”、“全省免疫规划工作先进集体”；县妇幼保

健所被表彰为“全市基层卫生与妇幼卫生工作先进集

体”，县卫生监督所、岔河卫生所、洋口卫生所被表彰为

“全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先进集体”。

爱国卫生　依托“六城联创”，推进国家卫生县城、
省级卫生镇村创建。国家卫生县城顺利通过国家专家

组考核，长沙镇卫生镇创建通过省级验收。共有５９个
村申报省级卫生村创建，创建任务完成率２３６％。开展
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干预工作，抓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继续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灭鼠为重点的除四害活动，医

疗卫生机构控烟覆盖率达１００％。申报健康村（社区）
５０家、健康单位３０家、健康家庭５０家。

基层卫生　推进省级示范村卫生室创建，引入政府
考核杠杆机制，推动当地政府在省级示范村卫生室创建

中承担主体责任，２０１６年省级示范村卫生室下达的８个
指标全部创成，共建成３７所，近 ３年累计建成 ７３所。
全面开展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服务试点，将家庭医生个

性化签约服务与乡镇卫生院健康管理团队服务有机结

合，探索１＋１＋１签约联盟服务全新模式。在全市率先
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三方分担机制，探索实施积分奖

励机制。进一步提升乡村医生福利待遇，人均收入达历

史最高水平。８家村卫生室被江苏省卫计委表彰为“江
苏省示范村卫生室”。

卫生行风　抓好“两学一做”，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习教育活动。调研论文《“熟人社会”中医疗机构执纪

监督问责的困境和出路》被选入中国廉政研究２０１６年
学术论文集，并获邀参加全国第四届“中国廉政制度创

新”学术研讨会并作交流发言。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务

用车、公务接待、出差补助等规定。积极探索建立了

“互联网＋”网上延伸监察模式，打造成卫计系统反腐

倡廉的重要阵地。成功调处医疗纠纷３６起，成功率达
到９８％。

（顾　建）

如皋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市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５２７个，
其中，公立医院５个，非营利性民营医院６０个，以预防
保健为主的医疗卫生机构１７个，门诊部１０个，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３６５个，个体诊所、厂校医务室７０
个。全市医院共有床位５８９９张，每１０００位常住人口
拥有床位４．７１张；有执业（助理）医师３１５６人，每１０００
位常住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 ２．５２人；注册护士
２４３０人，每１０００位常住人口拥有注册护士１．９４人。
全市有卫技人员６４１３人、乡村医生９８３人。医疗机构
固定资产总值１７．２３亿元，其中房屋建筑物价值７．３８
亿元、专业设备价值５．９３亿元（万元以上设备５．４亿
元），拥有１００万元以上大型医疗设备８３件。全年一级
以上医院门急诊４５３．６２万人次，开放总床日１８９．１７万
床日，实际占用总床日 １５４．０３万床日，病床使用率
８１４２％。２０１６年，全市人均期望寿命８１．０５岁，５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控制在３．７７‰，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
率为２５７．９３／１０万。市人民医院建成三级综合医院，博
爱医院建成二级甲等医院，如皋港人民医院、江安医院

建成二级综合医院。在全省三级医疗机构患者满意度

第三方调查中，市中医院、人民医院分别列第三和第四。

市１２０急救指挥中心正式运行，市中医院三期改扩建工
程顺利启动。该市被表彰为“十二五”省人口协调发展

先进市，创成南通首家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对《如皋市院长年薪制考核
标准》进行修订，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更趋科学化、制度

化。以医院等级作为划分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依据，由

市人民医院、中医院两家三级医院分别牵头组建纵向

“医联体”，全面对口支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

人才培养与科研　全年共招聘 １３４人，其中在编
８３人、合同制５１人，研究生１１人、本科生８８人。市人
民医院与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开展长寿研

究，现场调查长寿老人２０００余人，联合申报省科技计
划１项，发表相关论文４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２篇。１人获
省第十三期“六大人才高峰”项目资助，获南通市科技

局立项４项，如皋市科技局立项５项，南通市卫计委青
年基金项目２项，获如皋市科技进步奖３项（１项为协
作课题），获南通市卫计委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４项，优秀
中药项目奖１项。市中医院获南通市卫计委青年基金
项目１项，南通市科技计划３项、如皋市科技计划４项，
获如皋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各１项。如皋博爱医
院积极组织临床人员申报课题，２０１６年申报如皋市科
研立项１项，并完成了３项结题，其中２项获如皋市科
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获南通市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

·５７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６年，市卫计委增设信息科，公卫
中心机房建成并投入使用，构建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

并通过接口程序实现了与人民医院、中医院、三院、四院

及妇幼计生中心等单位的数据对接。通过平台汇聚个

人住院、门诊、检查、手术等居民就诊信息以及儿童保

健、婚检孕产等居民健康信息，逐步向省平台进行数据

传输。全年汇集医疗卫生单位数据１０００多万条，向省
平台成功传输数据１００多万条。市人民医院开通微信
服务，实现了预约挂号、线上支付、检验检查结果查询等

功能，开展远程医疗系统建设，与上海瑞慈医疗集团实

现远程诊疗。

疾病防控　全年共报告乙、丙类传染病 １７种计
３７０６例，其中乙类传染病１２种计１３５０例，死亡４例，
丙类传染病５种计 ２３５６例。总报告死亡率 ０．２８／１０
万，无甲类及参照甲类报告管理的传染病发生。报告发

病率２５７．９３／１０万，比上年１９５．９２／１０万上升３１．６５％。
乙类传染病年报告发病率为９３．９６／１０万，较上年８３．
４１／１０万上升１２．６５％。乙类传染病前五位依次为：梅
毒、肺结核、肝炎、淋病、猩红热。丙类传染病年报告发

病率１６３９７／１０万，较上年１１２．５１／１０万上升４５．７４％，
前三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流行性

感冒。

妇幼保健　１月１日，市婚姻登记处入驻市公共卫
生中心，正式启动“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婚姻登记（简称婚、孕、登）一站式”服务模

式。年内开展婚检６８２６对，孕检５２６５对，婚孕检一体
化服务３１６５对。全市出生婴儿活产数１３１１９人，早孕
建卡率９９．２２％，孕产妇健康管理率９９．２１％，产前筛查
率９１．２４％，产后访视率 ９９．２４％，出生缺陷发生率
３８６‰，将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列入免费项目，新生
儿疾病筛查率９９．７７％，听力筛查率９９．７５％。０～６岁
儿童健康管理率９９．６８％，新生儿访视率９９．８２％，０～３
岁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９．２７％，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３７７‰，婴儿死亡率 ２．５７‰，未发生孕产妇死亡。为
３６５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统一配备功能齐全
的产后访视包。年内，全市新增农村妇女免费叶酸增补

９０８５人，住院分娩补助８５４７人。在全市开展以乳腺
癌和宫颈癌为主的“两癌”筛查工作，检查２５００１人次，
检出宫颈癌前病变９２例，确诊宫颈癌９例、乳腺癌１７
例。孕期接受初次产前检查的孕产妇 ＨＩＶ抗体、梅毒、
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率均为１００％，梅毒感染产妇和所生
婴儿规范随访率１００％，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
儿童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率１００％。年内开展已婚育
龄妇女孕环情监测暨随访服务２８．６７万人次，发放避孕
药具１４．６５万人次，监测上报各类避孕药具不良反应
（事件）４４９例。

公共卫生服务　全面实施１２大类４６项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市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１１３．６万份，建档率达 ９０．７％。基础免疫累计接种率
９８％以上。全市早孕建册率 ９９．１１％，新生儿访视率
９９．８２％。为２２．７９万６５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免费健

康体检。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患者管理率分别

７８２１％、５２．１２％、９４．７７％。全年叶酸增补９０８５人，发
放住院分娩补助４２４．２７万元。

农村卫生　２０１６年，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人均
５８５元，农民以户为单位个人缴费 １５０元，全市共有
９１１１万人参保，统计参合率保持１００％。基金总量达
５．４８亿元，列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的病种增至２５个。
市镇两级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比分别达７０％和７５％，
住院平均实际补偿率提高至５５％。通过将村卫生室产
权公有化建设列为卫计重点工作予以推进，明确２０１６
年全市村卫生室公有化率达８０％，２０１７年达１００％。按
照新建、回购、改扩建三种不同标准，分别给予５万元、
４万元、３万元的补助。强化考核奖惩，将村卫生室产权
公有化建设情况纳入市政府对各镇（区、街道）、各镇

（区、街道）对辖区村（社区）的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卫计

委也将此项工作纳入对班子成员、相关科室及各镇卫生

所的年终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范畴，与人员的奖金发

放、晋升晋级、评先评优等挂钩。截至１２月底，全市村
卫生室产权公有化率 ８１．２％。丁堰镇建成国家卫生
镇，城北街道、东陈镇、长江镇、九华镇通过国家卫生镇

复查，１３个村建成省级卫生村，６２个村（社区）通过省
级卫生村复查。开展生态改厕试点工作，加强现场督

查，确保改厕质量。

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市卫生监督所受理许可审批
事项６８４件，对１１家单位实施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监
督。对全市１４２１家经营性公共场所单位进行了卫生
监督检查，并对其中１０９８家单位进行了卫生信誉度量
化分级，结果 Ａ级１家、Ｂ级１２１家、Ｃ级９３３家、不予
评级４３家；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抽检，采集样品８６９
份，抽检结果全部向社会公示。对８９所学校开展日常
监督检查，并对其中２６所进行卫生综合评价。对全市
２８家自来水厂每季度进行一次监督检查，抽检生活饮
用水样品３９６份。对全市５８家医疗机构进行放射卫生
检查，查处违法行为２３起。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查
处无证行医案件３５件，罚没款１６．５３万元，向司法机关
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２件。开展“医疗服务规范提升年”
活动，对全市一级以上医疗机构立案查处７５户次。开
展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评价结果向社会

公示。对全市预防接种机构开展了两轮专项监督检查。

开展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专项整治，抽检１５０家次
１００５个样品，关停并转２７家。对本市３家卫生用品生
产企业的产品和１０类市售卫生用品进行抽检，结果全
部合格。开展美发场所、沐浴场所、游泳场馆、医疗美

容、医疗广告等专项整治１５项，共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及
上级转来交办举报４８件，其中涉及非法行医和医疗纠
纷２８件，饮用水卫生１７件，公共场所卫生３，立案查处
１０件，均做到件件到现场、件件有结果、件件有回复。
全年查办各类卫生违法案件１６８件。多措并举提高办
案质量，承办的案件《某医院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服务项

目案》获省案卷评查一等奖。

计划生育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市出生１２８６１人（计生

·６７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口径，下同）。其中：一孩７３３８人，一孩率为５７．０６％；
二孩及以上５５２３人，二孩率为４２．９４％。出生人口男
女性别比为１０６．７７。人口出生率８．９７‰，自然增长率
０．７２‰。年内，市卫计委启用计划生育药具发放管理信
息系统，不断拓宽药具发放渠道，全市发放避孕药具

１７．１８万人次。全面开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通过
随访监测，及时上报并处理药具不良反应１２０３例。全
市有流动人口１０３１４６人，其中育龄妇女３９８１９人。外
省流入育龄妇女１８９２３人，流出外省育龄妇女２０８９６
人。年内，市卫计委正常运行省卫生计生流动人口信息

系统，全年新登流入人口信息２３８２条，流出人口信息
１８６３３条；接收省内协查６７３１条、省外协查１３７５条；发
送省内协查２６３３条，省外协查１４２条；实行婚育证明
电子化。１—２月完成流动人口流出地调查，调查如城、
城北、下原、九华、东陈、白蒲六个样本点共２００个样本
户。５月，完成国家流入人员动态监测调查，专项调查
４０户。全市新增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 ８
９５９人，新增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４１３
人。年审历年享受奖扶对象 ４８７１５人、特扶对象
２２６８７人。全年发放计划生育奖扶金５１６４．１６万元、特
扶金１７４９．１７万元。发放２０１５年度持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企业退休职工３１２２人、２０１６年度城镇老年居民６０
人一次性奖励金共１０１７．５万元。启动实施计生特殊
家庭扶助项目，结合全市９２１户“失独”家庭经济生活、
精神生活现状及服务需求，在落实既有帮扶措施的同

时，组织实施农田托管１１０人、生活照护２８人、心理援
助７７８人、生日祝福１０９８人、危房改造６户。

（王　璐）

通州区

综合医改　２０１６年初，区人民医院纳入三级医院
管理。中医院启动异地新建，并将通过股权流转实现政

府完全举办，大胆尝试医联体模式，平潮区域医联体先

行先试，初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的医疗服务模式，探索城乡紧密型医疗联合体

模式，先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南通市第一人民医

院初步达成联合办医意向。推进资源整合，根据行政区

划调整，撤销原五甲等４家镇卫生所，完成区、镇两级妇
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职能的整合工作。

医疗服务　区二院、五甲卫生院改造工程，五接卫
生院异地新建工程竣工投入运行，开展卫生人才公开招

聘，委托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农村医学中职

学生，先后组织卫计系统党员干部理论培训班和青年干

部管理能力提升班。区人民医院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

救治中心通过南通市级验收，区二院心理咨询中心成为

南通市区以外唯一一个可以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

的机构，五接、五甲卫生院建成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兴

仁镇四安卫生院和平潮镇卫生院获得国家级“群众满

意的乡镇卫生院”称号，６家村卫生室创成省级示范村
卫生室。骑岸卫生院杨晓卫在省、市级基层卫生岗位练

兵技能竞赛中均获农村医疗个人一等奖，十总镇二爻居

卫生室杨曙东获江苏省“优秀基层医师”称号。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建设顺利通过省二级标准验收，数字化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实现全覆盖，区域电子病历、区域临床检

验、区域影像已经在区镇两级医院试点运行并对接南通

平台。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推进二院、平西、五总等医

疗机构中医馆建设。

公共卫生　实施重点人群健康体检及国家城市癌
症早诊早治项目，加强霍乱、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的

有效防控，完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完成血防查螺任

务。抓好结核病可疑患者推介转诊和确诊患者随访管

理工作，８月份，美国疾控中心代表团现场调研交流结
核病防治工作。出台打击非法行医举报奖励办法，二

甲、东社、十总镇顺利通过南通市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

镇创建验收。建成３９个“江苏省卫生村”、４个“江苏
省健康社区（村）”、４个“江苏省健康单位”。

计划生育服务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序推进妇幼
计生惠民工程，完成免费农村妇女“两癌”筛查、婚前医

学检查、孕前检查及优生指导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任

务，实施孕妇免费补服叶酸及住院分娩补助优惠政策。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在重大节日期间积极开展流动人口

关爱关怀活动。做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信息

系统平台的日常维护，及时完成录入、反馈、核对、出具

证明等相关工作。开展“幸福家庭”系列创建活动。川

姜镇保障村获得南通市幸福家庭建设优秀项目奖。

党风廉政建设　落实“两个责任”，逐级制订责任
清单，组建纪检监察工作联络员队伍，制订《通州区卫

生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违反作风建设规定责任追究暂行

办法》等制度，开展“５·１０”廉政教育和卫生计生系统
“算好廉政账”专题教育活动。组织卫生计生系统民主

评议政风行风，紧盯“四风”新形式、新动向，常态化开

展明察暗访，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区委十项

规定以及委党组有关作风建设要求的行为列入纪律审

查和行政监察重点。开展“天使之光”和“卫生计生惠

民”品牌创建活动，大力弘扬“文明行医、奉献社会、服

务人民”的行业新风尚，引导系统内人员牢固树立“廉

洁从医、诚信服务”的意识，塑造卫生计生系统风清气

正、廉洁医疗品牌形象。

（顾晓虎）

·７７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连云港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２７２６ １８ ０．６６ 卫生人员（人） ３４４０５ ２７０２ ８．２６
医 院（个） ８０ １０ １４．２９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２６．１５２ ３０９６ １３．４３
床 位（张） ２３２８１ ４２４６ ２２．３１ 乡村医生（人） ３７０８ －６４４ －１４．８０
医院卫生院床位（张） ２１４４６ ４０７４ ２３．４５ 个体开业人员（人）

平均每千人口

医院床位（张）
３．６９ ０．７３

平均每千人口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５．８２ ０．６７

人

口

总数（万人）户籍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２８２５．７６
门诊人次（万） ２６２３．１１
急诊人次（万） ９８．８２
住院总人次（万） ６０．５８
出院总人次（万） ６０．３２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６１９３６．８８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２４．４８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率（％） １．２７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

费用（元）

县级以上

医疗机构

２５０．５

基层医

疗机构

６３．８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

费用（元）
７７８４．３ ２１６９

　　一、规划信息
２０１６年，编制印发《连云港市“十三五”卫生与健康

规划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规划》，完善《连云港市区域

卫生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上报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建设
项目２８个，编报市十三五重大建设项目 １２个。编写
《２０１５年卫生计生主要指标分析》《２０１５年连云港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年连云港市卫
生计生统计提要》《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卫生计生主要指标分
析》和《连云港市卫生计生委统计工作管理办法》。做

好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许可证的申请和申报评

审工作，共取得省卫计委批复新增ＣＴ９台、更新ＤＳＡ２
台、ＬＡ１台，共计１２台。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修改完
善《连云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化制度管理

办法》等２５个信息安全方面管理制度，下发《接入省网
上统一支付结算平台实施方案》。

二、政策法规

举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卫生计

生”专题讲座，做好“七五”普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

作。取消卫计部门对饭馆等４类公共场所核发的卫生
许可证，梳理市卫生计生委权力运行流程图和自由裁量

基准并向社会公布。推进权力清单标准化建设，完善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管理工作，建立并动态化管理卫生计

生部门责任清单、行政权力清单及办事指南。认真梳理

行政权力事项，保留２１０项。２０１６年办件量６３９６件。
其中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１３件；涉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３件；放射诊疗许可４件；医护人

员资格取得和执业注册６２６２件；医疗机构准入管理３７
件；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许可及人员资格认定

３３件；公共场所（不含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
卫生许可２４件；医疗广告许可２０件。

三、卫生改革

巩固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成效，改革呈现

“三降二升一优化”态势，２０１６年，药占比下降８％，普
通门诊同比减少１３．４％，平均住院日缩短０．６天；劳务
性收入占比、人员经费支出占比分别提高３．８和２．９个
百分点，医院收入结构趋于优化。市县分别成立公立医

院管理委员会，召开市医管委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印

发市医管委工作章程和年度工作计划，开展市属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推进市医管委实质性运作。完善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市政府在灌南召开全市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暨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推进会，落实分级诊疗技术规

范，以糖尿病高血压为切入点推进双向转诊，构建合理

就医秩序。开展医联体建设，市区以６家市属医院牵头
组建医联体覆盖城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县域以县医院

为龙头推进县乡村一体化改革。落实社会办医政策措

施，２０１６年，全市非公立医疗机构５７２家，占医疗机构
总数２０．９８％；床位５１６５张，占总床位数２２．１９％；总诊
疗人次３６８．０６万人次，占全市总诊疗人次的１３．０３％。
落实医师多点执业，全市５３名医师申请多点执业。

四、卫生应急

２０１６年，推进卫生应急规范县（区）、乡镇创建和自
救互救体验馆建设，海州区建成省级卫生应急规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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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通过省级卫生应急示范县复评。完成９家市级
卫生应急规范化乡镇（街道）建设工作。加强１２０省、
市、县联网运行管理工作。强化市、县级紧急医学救援

基地管理。全面开展全民自救互救工作，举办师资力量

培训班，医务人员培训覆盖率１０％。圆满完成省农洽
会、第三届连博会、文博会等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五、疾病预防与控制

２０１６年共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５种３９４５例，报告发
病率为 ８８．１８／１０万，较 ２０１５年（１００．７６／１０万）下降
１２．４８％。全市各哨点医院共报告流感样病例 ６５８６５
例。开展禽流感环境病原学常规监测工作，共采集３００
份外环境标本，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阳性１份，Ｈ９Ｎ２禽流
感病毒阳性１０份，总阳性率３．６７％。全市共处置５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报率、报告及时率、处置率、原因

查明率均１００％。发现并治疗１６７４例活动性肺结核患
者，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１１．４３％；发现并治疗５４２例
涂阳肺结核患者，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０．９３％。全年
未发现新复发麻风患者。全市共检测各类人群５４２５６４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９２％，共发现ＨＩＶ阳性９２例，
较上年同期降低２．１３％。全市共上报慢性病死亡总数
２７２３０例，死亡率 ５．２３‰，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６８％。
２０１６年全市共对适龄儿童累计接种疫苗１４４７５３３人
次，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９５％；推进预防接种门诊视
频监控系统和疫苗储存用冰箱冷链监控预警信息系统

建设，全市共有１０７家接种门诊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覆
盖率９２．２％；１０８家接种门诊安装冷链监控预警信息系
统，覆盖率９３．１％，实现实时动态温度监测。开展健康
教育讲座 １２８６场，宣传咨询 １０４５场次。完成全市
６个县区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共监测２７０９人，全市健康
素养水平１８．０９％。城市饮用水监测共计采集出厂水
２４份，合格２３份，合格率９５．８％。

六、医政管理

完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全年

共支付疾病应急救助费用１１２．４万元。推进等级医院
建设，市二院通过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评审，市东方医

院通过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复评，赣榆区医院通过三级

医院评审。临床重点专科稳步发展，新增３个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２个省级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通过复核，全市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总数１４个。开展市属医院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项目评审活动，评出３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培
育项目、７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４个临床重点
专科择优建设项目和３个薄弱专科扶持建设项目，按照
项目类别每周期分别给予相应资金补助。改善医疗服

务，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升级上线，完成与省集约式预

约诊疗服务平台直连。评出１０个“人民满意医院创建
活动先进集体”。开展大型义诊活动，累计１７６０多人
次医务人员参与，义诊群众近万名，为患者减免医疗费

用５０万余元。开展“２０１６医疗质量内涵提升年”六个
专项行动，完善质控组织，新增药学、儿科两个市级质控

中心，各县对应市质控组织调整组建县级质控中心。加

大城乡医师对口支援力度，２０１６年全市共有２５６名医

务人员参加卫生对口支援工作，实现城市医疗卫生机构

对口支援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全市临床供血１００％
来自无偿献血。

七、基层卫生

２０１６年，建成１个省级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
增７个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和２５个省级示范村卫生
室，１０个乡镇卫生院被国家确认为“群众满意的乡镇卫
生院”，培育建设１５个市级特色科室，组织６个特色科
室参加省级评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人均补

助标准提高到５０元。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村卫生室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责的通知》，推动各县区提高村级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水平。启动实施 Ｈ型高血压与
脑卒中防控惠民工程项目，推动建立高血压“三位一

体”管理服务模式。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活动，

遴选２６８名骨干人才，其中１１０名被确认为省优秀骨干
人才。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全市举

办岗位练兵活动２６０次，技能竞赛１０场次。６个县区
获得市级竞赛团体奖项，１２人获得个人奖项，２人被授
予“连云港市五一创新能手”荣誉称号。开展首届连云

港市优秀家庭医生评选活动，评选产生２０名市级优秀
家庭医生。全年完成乡镇卫生院技术骨干务实进修６２
人，完成乡村医生实用技能进修３７３人。扩大家庭医生
服务模式创新试点，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签约服
务新模式。印发《连云港市区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实施

方案》，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现全覆盖。全市家庭

医生共签约家庭３７６２０３户，签约居民１４４５３６３人，以
户为单位全市签约率２７．３％，以人为单位全市签约率
３２．３％。

八、妇幼健康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市提供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
员１００％持证执业，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９５％。开
展妇幼健康优质服务创建，住院分娩率１００％。推广婚
前医学检查与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项目的衔接与融

合，县区建成“一站式”服务模式。出台加强出生缺陷

综合防治的实施办法，加强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和新生

儿疾病筛查，产前筛查率、产前诊断率、新生儿疾病筛查

率分别为６５．８％，１．５９％，９９．５９％；强化出生缺陷三级
干预，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分

别为５．１６／１０万、２．２３‰、２．２５‰，均在省目标以下。婚
前医学检查率８２．１４％、孕产妇产前检查率９８．７１％和
产后访视率 ９８．１２％、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７２１％。市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村妇女
“两癌”（宫颈癌、乳腺癌）、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

传播、农村妇女免费叶酸发放等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２０１６年两癌检查１１６５００人，农村妇女补服叶酸
２０３９１人，孕产妇 ＨＩＶ检测率９９．８１％，孕产妇梅毒检
测率９９．８２％，孕产妇乙肝检测率９９．８１％，乙肝表面抗
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婴儿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率１００％。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人均补助标准不低于５００元、农村
妇女“两癌”检查人均补助标准不低于１２８元。扩大医
疗卫生机构药具宣传和发放网点，全市医疗卫生机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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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药具发放点覆盖率９５％。２０１６年全市共上报避孕药
具不育反应２９５８例，每百万人口上报率５９０例。

九、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

开展风险监测工作，全年共计采集监测样品７６１份
（含关联样品９１１份），其中采集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
有害因素监测样品３３９份，完成率１０１％；食源性致病
菌监测样品３５１份，完成率１２１％。放射性污染物监测
样品数７１份，完成率１００％。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上
报病例任务数１５８６例。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
会商机制。完成《食品中污染物限量》《食品中真菌毒

素限量》《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等五项国家标准跟踪评价

任务，全市各县区积极开展食品安全标准“五进”活动，

累计举办宣传活动７５场次，制作宣传展板８７块，发放
宣传材料４４１００余份，接受现场咨询２０００余人次。

十、综合监督

完善依法行政工作制度规范，健全卫生计生重大行

政决策机制，建立行政权力清单４２１项。规范医疗卫生
计生机构、技术、人员的准入和管理，全面启用医师考核

管理信息系统。组织开展手术分级管理专项督查、抗菌

药物专项整治督导检查、“三合理”专项行动督查和全

市院感专项督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常规监测食品２４
大类。推进卫生计生监督机构整合，完善综合监督体

系，健全基层监督网络，聘用乡镇监督协管员 ２２７名。
加强各类卫生监督检查和卫生监督抽检，及时通报情

况。建立打击非法行医日常巡查制度、县区联动执法机

制，保持打击非法行医高压态势。

十一、药政管理

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成果，稳步扩大省平台集中

药品采购规模，医疗机构达到１３０家。２０１６年，全市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纳入一体化管理的行政村卫生室全

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完善药品（耗材）采购监管、规

范购销行为，全年共采购配送药品１１．２４亿元。规范六
大类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集中采购。加大短缺药品动态

监测，规范采购配送管理，全年对４８个短缺药品采购
７３．８９万元、对２８个低价与定点药品采购５１．７２万元。

十二、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制定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方案，加强政策解读和

舆论引导，开展政策实施情况评估和跟踪监测，人口自

然增长率控制在６．５‰以内。组织开展县、乡、村“三级
联创”活动，连云区入选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

区，连云区、赣榆区被评为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市

政府召开计划生育专题工作会议，与各县区政府、市直

有关部门签订“十三五”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

书。健全分线、分层、分类考核制度，出台《２０１６年全市
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意见》，完善“一票否决”

具体内容。出台《连云港市关于深化生育服务管理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生育服务登记制度，启用生

育服务登记信息系统，完善再生育审批流程，全面推行

承诺制，进一步简化计划生育证明办理程序。在连云、

灌云等地开展试点，探索县乡生育服务登记、孕产期保

健、住院分娩、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防疫等信息交换与共

享新模式。制订“十三五”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行

动计划，开展２０１６年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完善季度
出生婴儿性别监测、统计报告制度，全市出生人口性别

比稳定在１１０．５２。
十三、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全市共确认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 １１９９１
人，独生子女伤残家庭３１５人，独生子女死亡家庭４８５
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特扶家庭８１２人，其他计划生
育困难家庭８６０人。联合市财政局出台《连云港市市级
计划生育公益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独生子女父母

发生意外死亡伤残重病等生活困难家庭，给予一次性扶

助１０００～４０００元扶助。将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父母扶
助金分别由４００元、５００元提高到６００元、７００元。探索
建立特别扶助对象“连心卡”制度，８月份召开现场推进
会，落实经济扶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关怀等精

确到户、精准到人的政策。继续落实生育关怀项目和计

生系列保险制度，共６８８名“失独”、伤残家庭成员购买
综合保险。开展“连心家园”项目工作，新建２个生育
关怀帮扶基地。下发《关于启动计划生育家庭发展项

目市级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组织开展家庭发展能力

建设、科学育儿、青少年生殖健康、养老照护等项目试

点，全市建立示范点９个。赣榆区养老护理院获得全国
“敬老文明号”称号。

十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推动便民服务，推行婚育证明电子化，不再要求流

出人口办理婚育证明，明确流入人口接受卫计公共服务

不需持有婚育证明；流动人口电子健康档案规范建档率

７５．７％，计划生育基本服务项目实现１００％免费；开展
流动人口关怀关爱活动，继续实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

动，在灌云县、赣榆区实施留守儿童健康关爱项目试点，

省、市投入３０万元；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促进工作，
海州区在全省流动人口工作会议上做交流发言；开展流

动人口信息核对，完成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海州区、

灌云县样本点调查任务，数据质量省内排名前列。

十五、科技教育

２０１６年，新招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２２８人。
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资格１４２人、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结业资格１４３人、全科（含助理全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结业资格６９人。招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
费培养９６名。推广常见病、多发病规范诊疗技术 １８
项。面向基层举办各级继续医学教育 １０７项，培训
１１５００人次。召开全市卫生科技创新大会，表彰“十二
五”８个优秀医学重点学科和１２名优秀重点人才。启
动“十三五”医学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人才培养，计划

建设市级医学重点学科（实验室）１０个、医学创新团队
２０个，培养医学领军人才３０人、医学重点人才１００人。
新增省第五期“３３３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１６人、第
二层次中青年领军人才１人。市一院作为省级转化医
学基地，成功开展生物治疗与基因组学检测，洽谈临床

药物试验ＧＣＰ项目８项，开展新技术项目４０余项。开

·０８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展江苏第１３期援圭亚那医疗队、第１３期援马耳他医疗
队选拔、培训、组队工作。

十六、中医药管理

开展新一轮全覆盖式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工

作，目标人群覆盖率５０％。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诊
疗区（中医馆）建设，建成３５家中医馆。海州区建成省
级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启动中医医院等级提升工程，

赣榆区中医院争创三级中医医院，赣榆区人民医院争创

省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市中医院结石科、肾

病科和灌云县中医院肝病科通过“十二五”省中医重点

专科验收。全市新增５个市级重点专科。新增第二批
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１名。组
织开展第四批连云港市名中医（中西医结合）评选，新

增市级名中医（中西医结合）１０名。中医师承教育２名
师承人员通过省级考核。完成８９人中医类别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工作，新招录中医类别住院医师规培学员

１６人、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规培学员２３人。开展第六届
“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康巡讲活动，启动中医

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创建，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建成“连云港市中医药博物馆”，并启动省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创建工作。

十七、纪检监察与职业道德建设

２０１６年，全系统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出台《市卫
计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

任的实施意见》，明确班子集体责任 ７项、个人责任 ５
项，纪委监督责任６项。科学运用“四种形态”，对有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人员进行诫勉谈话１６人次，函询９
人次，通报批评１３人次，经济处罚６人次，防止小错酿
成大错。对部分人员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给予２
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１人党内警告处分，１人被降低岗
位等级。开展“卫计清风”系列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准

则》《条例》专题讲座、“青年医护说廉”座谈会、“廉洁

从医”主题征文、“风清气正勇当廉洁楷模”辩论赛等活

动弘扬清风正气。继续加强廉政文化阵地建设，在市级

廉政文化示范点已在直属单位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加

大投入力度，建成了急救廉政文化馆、中医廉政文化墙

等廉政文化景观。廉政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市直医疗

卫生单位的管理岗位以及医、护、药、技等业务岗位全面

开展了廉洁风险点的排查工作。扎实推进制度廉洁性

评估，对近年下发的５１０件卫生执法类文件进行重新梳
理和评估，５件文件被终止执行，１４件文件重新修改
完善。

（罗时宝　姜秀新）

【新农合服务管理制度创新】　开展 ＤＲＧｓ付费方式改
革。连云港市被国家卫计委列为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

联系点，赣榆区、东海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先行 ＤＲＧｓ
付费方式改革试点，经国家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对数据清

洗，初步确定连云港市 ＤＲＧｓ疾病分组为６７５组，覆盖
所有疾病。以市为单位实现新农合基本业务商业经办

全覆盖。为推广新农合基本业务第三方经办模式，扩大

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新农合业务覆盖范围，在总结市辖

区、灌云县和灌南县承办经验的基础上，推动东海县、赣

榆区均与商业保险公司签订经办协议，实现以市为单位

新农合基本业务商业经办全覆盖，“管办分开”工作要

求得到落实。

（罗时宝　姜秀新）

【创新基层服务模式】　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各县
区均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提前一年实现省定全覆盖

目标。共开发基础、初级、中级、高级４个档次服务包，
服务包中符合条件的收费项目均纳入新农合补偿范围，

给予３０～４５％补偿。服务包中需个人或家庭自行支付
的费用按初级包８折、中级包７折、高级包６折收取。
对于选择初级包及以上档次的服务对象，还免收一般诊

疗费，既减轻居民费用负担，又调动基层机构积极性。

实施 Ｈ型高血压与脑卒中防控惠民工程。对全市 ３５
周岁以上居民免费进行高血压筛查，为确诊高血压患者

免费检测同型半胱氨酸。对于符合条件的高血压患者

纳入统一管理，享受药品优惠、医保报销、慢性病管理相

关服务。基层对于 Ｈ型高血压患者相关用药新农合
１００％报销。通过项目实施，推动建立以城乡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基础、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综合医院协同服

务的高血压“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逐步形成慢病

防控和健康促进新模式。

（罗时宝　姜秀新）

连云区

“医联体”建设　２０１６年３月，连云区政府与市东
方医院联合成立“连云港市东部城区医疗联合体”，在

滨海、墟沟、连岛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行“紧密型”
合作模式，市东方医院派驻执行主任和护理总长帮助提

高管理水平，定期安排专家开展门诊。与市妇幼保健院

探索建立妇幼健康服务三级联合体。加强医联体绩效

考评管理。

基层卫生中心建设　投入７０万元强化基层社区卫
生中心提档升级。在云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近５０
平方米的连云区医疗废物中转站，全区二级以下医疗机

构全部与区医疗废物中转站签订集中收集处置医疗废

物协议。投入８万元与市东方医院合作医疗器械消毒
项目，全区８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妇保计生中心均
与市东方医院签订医疗器械消毒供应合同。每年出资

为８家卫生服务中心具有处方权的医生购买医疗责任
保险，２０１６年共投入３．１７万元为全区３９名医生购买保
险，加大对医疗纠纷受害者的赔偿力度。

省级“三个一”工程　推进居民健康卡发放工作，
制成１１万张健康卡筹备发放。开展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家庭医生团队３３个，团队成

·１８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员１１２人，累计建立电子健康档案１１２７０８份，居民规
范化电子建档率７６％，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户数２３１７３
户，以户为单位家庭医生签约率５１．８９％，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例１００％。加快市
区一体化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升级改造，整合现有双向转

诊、远程医疗系统，促进分级诊疗实施。

健康教育设施建设　新建栖霞路健康示范一条街，
在海一方主题公园，西小山、云和路、在海一方公园等

３条健康步道。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区共有健康主题公
园２个、健康步道５条，健康示范一条街１条，健康小屋
２４个，健康单位１５家，健康示范社区１７家，健康食堂
１２家，健康餐厅１０家。

妇幼健康服务　探索妇幼健康分级服务模式，在省
五项基础上增加婚孕前健康检查、妇女病普查服务，创

新婚孕检一条龙流程，避免群众重复抽血。整合街、居

卫计资源，开展孕前检查、“两癌”筛查和各类宣传教育

活动，全年共完成孕检 １０３２人，达到目标任务的
１０３２％，免费婚检３１３６人，婚检率８２．７４％，“两癌”筛
查１４７５人。完成妇幼重大公卫服务项目，为２０５名农
村产妇发放住补１０．２５万元，任务完成率１１３．９％。探
索开展健康宝贝工程，全区出生缺陷发生率２．８４‰，婴
儿死亡率１．２２‰。

计划生育服务　推进全面两孩政策，全年共审批再
生育申请 ９例，出生政策符合率 １００％，人口出生率
１２６５‰。落实奖励扶助政策，推进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连心卡制度，发放各类奖扶慰问资金２００万元。开
展“幸福家庭”创建工作，家庭人口文化建设覆盖率

１００％。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开展留守儿童关怀关
爱活动，推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规范

电子建档率７０％，流动儿童接种率９５％，基本项目免费
服务落实率１００％。全年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８．４。

基本药物管理　按季度对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国家
基药与省增补药物处方集培训，培训率和合格率均

１００％。每月对各中心药房进行盘点检查，规范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同时加强对供货企业的考核与监管。

新农合保障　将新农合最低筹资提高到人均５４５
元，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账。２０１６年参合人数１４５１０
人，参合率１００％。完善补偿机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展高血压、糖尿病筛查工作，扩大新农合门诊统筹

基金规模。

传染病疫情防控　全区全年共报告乙类法定传染
病８种１８１例，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完成重大传染病防
治各项工作任务，完成省级暗娼哨点和暗娼 ＧＡＰ项目
监测，对１７个娱乐和洗浴场所暗娼高危人群干预２５９４
人次，完成３２７３３人次的全人群 ＨＩＶ检测任务。适龄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５％。推广使用预防接种专
用 ＡＰＰ软件，２周岁以内儿童家长安装使用率
４９．８３％。

卫生应急保障　组织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培训５期，
应急演练２次，推选云山街道开展市级卫生应急示范乡
镇创建。开展１２３２０和卫生应急知识宣传活动，设置卫

生应急物资储备库。开展卫生应急“进社区、进企业、

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活动，实施全面自救

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全区医务人员参培率３２％。全年
共接收预警信息４２条，接报５起疑似食品安全事故，均
得到及时规范处置。

病媒生物防制　健全全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网络，
创卫期间，区卫计局共购置布控灭鼠毒饵站５０００个，
对农贸市场、污水沟渠、饮食食品行业等处的垃圾污物

实行药物喷洒持续消杀 ３万亩以上，蚊蝇消杀成效
明显。

公共场所监督　实施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对近
３００家公共场所经营单位进行现场卫生监测。开展“四
小行业”达标整治行动，实行片区负责制，对区内“四小

行业”进行“拉网式”摸底调查，创新会商机制，逐户下

达“整改意见书”并开展行业培训，投入近４０万元用于
“四小行业”宣传、培训及硬件设施的配置，加强监督指

导，覆盖率 １００％。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全区建成区共有
“四小行业”５９５户，持证率１００％，基本达标率１００％。

医疗市场监管　开展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联合
公安分局、市场管理局、检察院等部门开展非法行医

“回头看”，全年移送公安非法行医案件２起。开展医
疗美容专项整治行动，与３６家生活美容机构签订“拒绝
非法开展医疗美容承诺书”。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防

治卫生监督检查工作，对７８家医疗机构开展传染病分
类监督综合评价，其中优秀３家，合格７５家。

依法行政　依法实施卫生行政许可、许可行为和许
可文书规范，严格按标准审查发证，实行一次性告知制

度，按时办结率１００％，全年共受理６４７件审批事项；其
中公共场所新发证 ３８１件、复核４２件、延续 １５１件、注
销 ２件、变更７件、补发２件；医疗机构执业登记３件、
延续１９件、校验３７件；放射诊疗许可３件。加大违法
行为查处力度，立案查处２０起，罚款４．９万元。全年
共受理１２３４５数字城管平台投诉建议１６件，数字化城
管派遣任务７件，１２３２０投诉建议５件，全部结案，信访
结案率１００％。

（程婷婷）

海州区

概况　辖区现有区管医疗卫生机构４２０家，其中二
级专科医院、疾控中心、妇幼保健所、卫生监督所各

１家，１０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政府办６家，非政府办
４家）、６家乡镇卫生院、８８个行政村卫生室、２８家社区
卫生服务站、２８３家民营医疗机构。全区卫计系统共有
卫生技术人员２４３８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１０４３人，
注册护士９８８人，药师１２９人，技师１０２人。村卫生室
注册乡村医生２５１人。已创成省级健康促进区、省级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区。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对卫生行政许可实行服务
承诺制，共新发证１４９１户，复核２１７户，延续３０７户，注

·２８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销２户，变更 ５户，及时办结率 １００％，规范发证率
１００％，开具计生证明４２２件，接受群众咨询７９次。开
展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检查，实施行政处罚１２家。
查处无证非法行医５３户次，取缔５３户次，罚没１０．７万
元，没收药品、药械 ８９件，非法行医投诉及时处理率
１００％。各类单位、场所卫生监督检查覆盖率 １００％，
“四小行业”及学校卫生量化分级管理实施率 １００％。
１９１５家“四小”行业单位持证率１００％，证照制度上墙
率达１００％，配发消毒设施３８００余件，消毒设施配发率
１００％，制定实施“四小”行业长效管理实施方案。

疾病预防控制　全年共有预警信息２１１条，规范处
置率１００％。全年甲乙类传染病１３种８６４例，发病率
１０３．７２／１０万，丙类传染病 ６种 ３４０４例，发病率
４０８６４／１０万。规范医疗机构的结核病诊断、转诊和报
告工作，共上报可疑肺结核症状者２１９例，追踪到位率
９７％，转诊到位率１００‰。辖区内有艾滋病确诊实验室
１个、筛查实验室９个，艾滋病检测点３３个，全年检测
１９．２２万例。启动创建国家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规范管理慢病患者，登记高血压患者

６３６８０人，管理率６１．１６％，规范管理率９４．６４％；登记糖
尿病患者 １９６４７人，管理率 ５１．３２％，规范管理率
９４３１‰。计划免疫接种率９６．７７％，全面实施二类疫
苗零差价销售。

卫生应急　编制和修订《海州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海州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卫生救援

应急预案》等３８个卫生应急预案和３１个技术方案，投
入１２０万元建成区卫生应急指挥中心，储备２５０万元应
急物资，成立各种卫生应急专业队伍２６支共１３０人，开
展卫生应急演练２次，宁海街道通过市卫生应急示范街
道验收，海州区创成省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区。

医政医管　开展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４０条和优
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全区一级医

疗机构及乡村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参加医疗责任险。试

点运作医疗废弃物集中中转处置工作，规范化管理率

１００％。浦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评省级优秀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海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获省优秀管理示范

单位，市眼科医院获评“省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浦

南镇尹巷、龙浦、江浦村建成省级示范村卫生室，打造省

级（脑瘫）康复特色科室 １个，市级妇产科特色科室
１个。试点人员备案制管理模式，将市眼科医院人员总
量控制数由６５名核定为３００名，其中备案制人员２３５
名，年内新招录专业技术人员２５名、高层次人才２名，
定向培养生４名；依托医联体平台，务实进修１０人，组
织报名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２人。

基本药物制度　完成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
市眼科医院药品零差价销售。全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全部规范实行基本药物制

度。基层医疗机构累计完成网上集中招标采购基本药

物４９５９．４万元，让利百姓 １４８７．８万元，配送比
９７４％，验收比 ９６．８５％。严格执行基本药物采购计
划，无网下采购基本药物或二次议价现象。

基层卫生　新农合参合人口 １８．５３万，参合率在
１００％，个人筹资和财政配套率１００％。投入３６００余万
元，探索将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部以政府购
买方式进行推广落实。提升公共卫生信息化水平，居民

规范化电子建档率 ８５％，６５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率
９０％。完成区妇幼保健体系达标建设、区疾控体系达标
建设，新坝卫生院新院区建成启用；转型新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迁建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浦南、中

正２家镇卫生院。区属１２家医疗机构全部加入市级大
医院“医联体”，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覆盖率１００％。基层
医疗卫生单位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完成２０万份，开展
率１００％。

妇幼卫生　完成镇街妇保、计生技术服务资源整合
工作。健全完善一站式婚检孕检服务体系，全年免费婚

检４７９６对，免费婚检率８８．３１％。继续深化母婴安康
工程内涵建设，全区孕产妇死亡率为零，婴儿死亡率

１７２‰。做实重大妇幼卫生项目，完成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１６１０人，农村妇女补服叶酸１４３４人，农村适
龄妇女“两癌”筛查９８８３人，超额完成３０００人任务。

计划生育　制订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工作方案，发放
各种宣传品１５０００余份，建立两孩以内生育服务登记
制度，举办生育登记服务系统培训班３期，出生政策符
合率９８％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６．５‰以内；联
合多部门，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生活帮扶等方面增进

计生家庭福祉，在全市率先建立特别扶助政策“连心

卡”制度，目前发放连心卡３７３张。在全市率先启动开
展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试点，全年发

放区属企业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９２万元，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金５７万元、特扶金２８７万元，城乡计生奖
励扶助政策兑现率 １００％。新建生育关怀项目 ２个，
“连心家园”项目１个，新建市级示范乡村（街道社区）
１０个、示范户１００户。创成省第三批“幸福家庭建设”
项目区，省人口协调发展创建工作先进区。

中医药管理　创成省级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浦南中心卫生院创成省级示范中医科，海州、浦东、板浦

等７家单位完成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中
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建成市特色中医科室３个。

行风建设　履行“一岗双责”制度，领导班子全体
成员签订党风廉政个性化清单，听取１６家基层单位党
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２次，开展党风廉政教育６次，对
各单位负责人分４次进行廉政约谈。与各基层单位签
订党风廉政主体责任个性清单和承诺书，优化排查在岗

位职责和权力运行中可能发生不廉洁行为的风险点

３２９个。落实《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和《加强医
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开展两次专项巡视督查，

共约谈单位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２６人次。
（王　）

·３８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赣榆区

卫生计生改革　完成区、镇、村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机构组建和人员整合工作。印发《赣榆区医疗机

构设置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开展公立医院管理体
制改革，推进医管委实质运作。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稳步推进区域医联体建设，以区人民医院为龙头，１５
家镇驻地卫生院为成员建立医疗联合体，有序推进分级

诊疗及双向转诊。巩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成

果，推动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常态化

健康有效运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全区共有８８．５万农民参合，
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５５５元，其中个人支付１３０元，各
级财政补助４２５元，住院封顶线提高到２５万元。完善
大病保险政策，将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２５元。不断深
化门诊总额预付、医疗费用按病种付费等混合支付方式

改革，探索住院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住院病种扩大

到４１个。推行新农合管办分开，将新农合业务委托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经办，实行新农合经办与大病保险一体

化管理。招聘２０名专业人员，组建专业医疗审核队伍，
对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驻点巡查。

基层卫生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赣榆区人
民医院正式签约成为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附属医院。

赣榆区中医院完成国医堂、中医大讲堂、一体化中药煎

药室及精品中药房建设，获省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创建国

家三级中医医院。赣榆区养老护理院投入运营，设置床

位２５８张。按照二级医院标准，启动班庄卫生院异地新
建项目；完成塔山镇卫生院整体搬迁，并通过省示范乡

镇卫生院验收。扩大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共签约

家庭６．３３万户，重点人群签约１１．９８万人。落实乡镇
卫生院技术骨干“务实进修”１７人、乡村医生实用技能
进修１３６人，遴选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６２名。

公共卫生　全面落实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５０元。实施卫教合作，落
实手足口病、结核病、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控措施。

实行预防接种门诊分级管理，扎实开展免疫规划工作，

以镇为单位的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率

９５％。启动Ｈ型高血压与脑卒中防控惠民工程项目，
选择８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试点，确诊 Ｈ型高血压患者
１１４８０人，开展综合干预９２６８人次。开展乡镇卫生应
急规范化建设，金山镇创成市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

乡镇。

爱国卫生　大力开展农村改厕工作，新增无害化户
厕１．１万座。普及健康教育，统一编印健康教育处方。
加强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打造中医健康知识一条街、

中医院国医馆、白庄社区健身广场及健康长廊等健康场

所，建成健康步道５条、健康主题公园２个，新增健康小
屋２个。全年开展建成区内的广场、公园及主要道路旁
的绿地蚊蝇统一集中消杀７次，布放毒饵站１５０００个。
开展健康素养干预及监测工作，全区城乡居民总体健康

素养水平１９．６５％。作为全市三个主城区之一，顺利通
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技术评估。

妇幼健康服务　强化母婴急救体系建设，依托区人
民医院建立区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规范

实施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年完成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补助５２６１人、“两癌”筛查２６３１２人、艾滋病、
梅毒、乙肝母婴阻断检测１５８０２人，新增农村妇女增补
叶酸５９２６人。深入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完成孕前优生项目检查５７６１对。推行一站式免费婚
前医学检查，完成婚检６９３４对，婚检率８１．４％。全面
开展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上报避孕药具不良反

应６０７例。
医政医管　依托区１２０急救中心，设立５个乡镇卫

生院院前急救点，实现院前急救联网运行。积极推进临

床路径管理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规范诊疗服

务行为。加强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开展卫生技术人员全

员培训。与区委宣传部联合评选出１０名“最美护士”
和１０名“最美护士”提名奖获得者。开展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专项整治、医疗美容专项整治及打击无证行医等

专项行动，立案处罚４４件。区人民医院获评国家卫计
委“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海头、沙河卫生院获评全

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宋庄镇、海头镇创成市

级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示范乡镇。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加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全
面两孩政策宣传，开展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况评估和跟

踪监测。实行两个以内孩子生育服务登记制度，改进再

婚、病残家庭再生育审批管理，简化办理手续。独生子

女伤残、死亡父母扶助金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６００元、
７００元，为２６５９名符合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对象发放奖励金２３５．５万元，为１４８名计划生育特别
扶助人员发放扶助金６９．８万元，为１５８名独生子女父
母发放奖励金３７．９万元。

计划生育　建立金山镇赵湖村关爱“失独”家庭及
特殊困难家庭“连心家园”，新建金山镇佃马场村、柘汪

镇韦岭村两个有机茶叶生育关怀帮扶园区。开展农村

部分计生特殊困难家庭调查摸底工作，审核确定救助家

庭１６６户，发放计划生育救助金３５．４４万元。依托养老
护理院，开展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照护试点工作。加强流

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推行婚育证明电子化和婚育情况

承诺制。依托区华杰双语学校，实施留守儿童健康促进

项目。健全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长效机制，集中开

展“两非”行为专项整治活动。

（刘庆权）

东海县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严格
执行基本药物采购计划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医院呈现技

术劳务性医疗服务收入和医疗服务效率上升、药品和检

查收入下降、医疗服务量和患者均次费用基本持平势

·４８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态。探索卫生信息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助推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开展首诊测血

压，开展“群众满意卫生院”“示范卫生院”“示范村卫生

室”创建活动。在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继续试点开展

协作医疗服务，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新农合　全县新农合参保率继续稳定在 ９８％以
上，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５４５元，个人缴费标准１２０元／
人，政策补偿比８２％，住院实际补偿比５５％。做好重大
疾病的救治工作，其中胃癌、肺癌等２２种极易致贫的重
大疾病报销比例，县内报销比例 ８０％、县外报销比例
７０％。针对重症精神病、尿毒症透析等老大难类病症，
新农合给予特殊的９０％报销比例。完善新农合大病保
险制度，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２５元，全年大病补偿二次
报销２１００万元。

基层卫生　新建人民医院项目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
日举行启动仪式。有６个乡镇卫生院建成省示范化乡
镇卫生院，４家全国满意乡镇卫生院及１８家省示范化
村卫生室。全县规范化妇保门诊、儿保门诊建成率

１０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实现全覆盖。建成１５家
中医药服务小区。大力实施人才“强基工程”，全年招

引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１２４人，外出务实进修１８人，业务
进修４７人，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和全科医师培训 ３４
人。积极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模式转变，实施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全县签约户数１１．８万户，签约总人数４３．９８万
人，行政村签约覆盖率９７％，常住人口签约率４６％。加
强乡村一体化服务，扎实开展技术支持、培训等活动，全

年共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务实进修、用药培训等

十余批，累计培训人员２００人次。
医院管理　深入开展医疗质量内涵提升年活动，制

定工作方案，细化考评标准，强化人员培训，推进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的各项工作。积极组织县医院和中医院

的内、外、妇、儿科等专家下乡义诊。大力实施人才“强

基工程”，遴选出５７名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其中２１名被
确认为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全年招引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１２４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１９人，评选市诚
信医疗机构１家，市医德之星１人，市十佳护士１人，晶
都名医５人。

公共卫生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
提高至５０元。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Ｈ型高血压与脑卒
中防控惠民工程项目的前期集中筛查和综合防控工作。

建成投入使用数字化门诊２１家，建成率１００％；疾控中
心及２１家卫生院冷链监测管理系统全部建成并投入使
用。全县孕产妇死亡率为０，婴儿死亡率２．０１‰。积极
推进“一站式”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婚检率

８０３６％。完成农村无害化改厕９０００户，全县卫生户
厕普及率７３．５６％。开展讲座１２０余场，建成健康主题
公园１个，健康小屋１个，健康大道５条，健康家庭３０
户。曲阳、石榴两个乡镇（街道）完成卫生应急规范化

创建，圆满完成各类重大活动医疗卫生保障任务。

依法行政和综合监督　青湖、白塔中心卫生院顺利
通过市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示范单位创建。强化卫生和

计生机构、人员的准入和管理，开展超范围诊疗、抗菌药

物使用专项整治、“三合理”专项检查等活动。与公安、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打击非法行医工作联动机制，

全年共查处非法行医４８起，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５家。对县城、乡镇（街道）、村７６家供水单位的卫生
管理情况及饮用水水质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覆

盖率１００％。与周边市县建立健全打击“两非”工作机
制，开展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

人口健康信息化　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业
务系统升级改造工程，实施门诊电子处方、住院电子病

历。建成完善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实现以县医院为中

心，上与省、市级医院，下与所有乡镇卫生院及部分村卫

生室远程医疗工作常态化。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

现医疗卫生数据信息共享。加速县级医院与平台的数

据对接，做到全县医疗机构平台全覆盖，并逐步提升上

传数据质量。实施“三个一工程”，推动居民健康卡项

目，完成居民健康卡发卡３０万张。
计划生育工作　全年出生率１１．９５‰；人口自然增

长率６．９６‰；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８．０２％，被省卫计委授
予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称号。全年共为５６２１对符
合政策的夫妻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为４８２３名
符合奖励扶助政策的对象，发放奖励金２１５．４万元；为
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发放特别扶助金４８．４２万元；
发放企业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４３．６８万元；为６３户
计生困难家庭发放救助金２８．７万元。

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
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落实“八项规定”要求，开展

“两学一做”教育，强化日常监管，严防“四风”反弹。高

度重视卫生计生行风软环境建设，建立健全制度，定期

开展明察暗访，有力查处损害软环境的行为，推动作风

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

作，建章立制，规范卫生系统招标采购行为，整治医疗服

务中的不正之风。

（徐　鹏）

灌云县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出台全县“十三五”卫生计
生发展规划。成立县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建立基本建

设和设备采购事前报批、事中监督、事后检查制度。将

依法行政纳入目标考核，重大行政决策实行统一管理规

定。建立行政权力清单，实行动态调整，严格按照序时

进度做好 “五张清单”排查上报，并在网上公示。６项
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全部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制订

《灌云县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方案》，实行两孩以内登记

制度。计生奖励扶助政策资金全部及时落实到位。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县实行周接种门诊，对麻疹疫
苗实行日接种制度。“家长课堂”累计开课７０次。全
面使用预防接种专用 ＡＰＰ软件，预防接种门诊实行分
级管理。伊山镇、小伊、杨集３个乡镇建成预防接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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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门诊，南岗、小伊创建市级“群众满意的预防接种门

诊”。全县共发生传染病２７８例，管理肺结核患者３１１
人，已完成治疗的肺结核患者３５８人。完成６．２万人艾
滋病检测任务，肿瘤登记工作在全市汇审会评比中获得

一等奖。完成省麻风病防治一体化、居民健康素养监测

等项目；与省寄研所开展“特殊人群弓形虫调查”“海产

品异尖线虫监测”“农村改厕项目绩效评估”等合作项

目。地方病防治通过省卫计委组织的肠道丝虫病有效

控制目标。圆满完成全省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四价）Ⅲ
期临床研究项目。县疾控中心投入１２２万元更新添置
办公设备和实验室仪器设备。县疾控中心和伊山镇中

心卫生院被评为“省免疫规划工作先进集体”。

综合监督　组织开展餐具集中消毒、打击非法行
医、医疗美容、学校卫生等“六小”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对４１１家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的卫生安全进行量化分级
管理。承办全市卫生计生食品安全与综合监督工作会

议暨基层食品安全工作现场会。制订《卫生计生食品

安全工作规范（草案）》并试行；参与编制国家级卫生计

生人员工作培训教材《卫生计生基层食品安全工作指

南》。乡镇卫生院发现卫生监督协管事件或线索 ４２５
起，及时报告率１００％，协助县相关机构开展饮用水卫
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实地巡查

５０８次。５月１９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张磊时副司
长率食品司、基层卫生司和广东、湖南等１０个省（区）
卫生计生委领导和专家来灌云县现场视察调研基层食

品安全工作。县卫生监督所被评为江苏省第二届“健

康卫士杯”先进集体。

医政医管　成立全县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出台全
县深化医改试点工作方案，完善公立医院价格综合改革

政策。开展“创建人民满意医院”活动，落实“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４０条具体措施。全县 ２６个专
业、５２个病种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启动医疗临床应用
手术分级备案工作，杜绝超范围开展手术。招聘８名高
层次人才、公开招考５６名医技人员，录用８０名合同制
人员和１５名定向分配毕业生。居民健康卡信息数据比
对正确数量达４１万人，制作发放３０万张居民健康卡。
建立编制内外人员同工同酬、中高级职称待遇优先、医

疗专家和学科带头人高薪聘请新的薪酬分配机制。建

立公立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和出院人均费用考核指标。

通过县医院医疗集团运作、调整医保和新农合支付政策

向基层倾斜等举措。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为切入

点，完善一体化分级诊疗模式。开展个体诊所、村级卫

生室医疗废物规范处置市级试点，分类收集、规范转运

和处置等各个环节实行规范化管理。县儿童诊疗中心

和县老年健康护理院项目建成投入运行。

中医药　接受中医药健康管理的老年人 ４０５１１
人，３岁以下儿童１６９８８人。１４名同志通过市组织的
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７家乡镇卫生院
建成高质量的中医综合服务区。图河、陡沟、下车、同兴

等卫生院通过省中医诊疗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

目。县中医院肝病科建成省中医重点专科。县中医院

骨伤科被评为省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

妇幼健康服务　开展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创建，
完成县母婴急救中心提档升级，孕产妇、儿童保健两个

系统管理率均超过省市规定要求。全县活产婴儿９８７８
名，０～７岁儿童７６１３０名，接受系统管理７３７１３人。
新生儿访视数９８５３人，访视率９９．７５％。共有产妇数
９８２９人，早孕建卡９７８４人，早孕建卡率９９．０５％；接受
５次以上产前检查９７８４４人，系统管理率９９．０５％。完
成县妇幼保健所和县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合并，成立

“灌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计划生育　启动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
进单位创建活动。筹集计生公益金４万多元，杨集镇后
三村、侍庄乡常荡村开展“连心家园”项目建设，杨集镇

后三村建成省级生育关怀基地。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

１０９。创建市级示范乡村６个，示范户５６户。留守儿童
促进项目在华英外国语学校启动实施。被评为省人口

协调发展创建工作先进县。县卫生计生委荣获中国家

庭发展追踪调查成绩突出单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参合率９９．９８％，人均
筹资标准提高到５４５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４２５元，个
人缴费１２０元）。动态调整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统筹总额
预付方案，县内住院政策范围内费用补偿比７９．６９％，
实际补偿比６２．１０％，乡村两级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报
销比例５０％。推进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衔接，大病保险
人均筹资标准不低于２５元，大病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在
新农合基本医疗报销之后提高了 １３．１％。开展常见
病、多发病的分级诊疗，实现省级联网医院“一站式”

服务。

基层卫生　深入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升年活
动，２０１６年共下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
４００５万元，人均５０元全部到位。全县共安装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内容公示牌３４１张，在县乡主要道路、村庄主
要道口粉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标语８００条。
全县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６１．５９万份，建档率
７６．８５％；６５岁及以上老人健康管理５８８８７人，健康管
理率７４．７０％；规范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２７５５人，规
范管理率８５．７５％。５家卫生室通过省示范卫生室考
核，小伊乡、圩丰镇卫生院通过省示范乡镇卫生院考评；

伊山镇、南岗２家卫生院通过国家级“建设群众满意的
乡镇卫生院”考评。

卫生应急　全县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成立
应急办，出台县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管理规范。２次组
织开展全县医务人员急救自救培训工作，联合各医疗卫

生单位开展多次综合演练。各医疗单位都设置独立的

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库。突发事件及紧急医学救援信息

报告完整率、及时率和有效处置率均１００％。南岗、图
河、龙苴３个乡镇创建成市级卫生应急规范化示范乡
镇。县域卫生应急规范化建设经验被省医改动态刊发

并在全省推广。

爱国卫生　启动实施“健康灌云”与卫生县城建设，
开展无烟机关创建活动。农村生活饮用水监测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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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水质管理制度，建立所有农村水厂档案。１３个乡镇
２７个项目村的９０００户改厕任务于１０月底提前完成。

纪检监察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组织向医德之星等先进模范学习。完善医德考评和医

师定期考核制度，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举办廉政文化建设系列活动。落实“两个责任”，深化

同级监督，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开展办公用房、公车改

革和公务接待专项治理整顿。创建廉政心理咨询室，创

刊《卫生廉政心理》内部刊物。邀请县检察院领导作预

防职务犯罪和廉政建设报告，在全县卫计系统范围内开

展以“治庸、治散、治浮、治乱”为主题的“四治”活动。

通过省、市精神文明单位考核验收，完成省文明城市复

检任务。两家医疗机构被市委宣传部、市卫计委评为十

佳诚信医疗机构。

（李兴月　孙良军）

灌南县

综合医改　实施价格综合改革，门诊患者次均费用
下降３％，医药总费用增幅同比下降５％，为群众节省医
药费用４００余万元。探索人员备案制管理模式及绩效
分配激励机制。组建以县第一人民医院为龙头、４个中
心卫生院为成员单位的医疗联合体，逐步构建基层首

诊、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模式。医联体运行

一年来，乡镇卫生院上转患者比例４０％，县级医院下转
患者占上转患者数的１６％。

合作医疗　联合县扶贫、财政等部门，对低收入农
户及１８周岁以下罹患大病参保人员开展精准帮扶，全
年共补偿救助资金达１６０万元。全县共有６０．０４万人
参加新农合，参合率９９％，基金总额３．２７亿元，政策补
偿比８２．２８％，县内外实际补偿比５５．０１％。截至１２月
底，全县累计补偿参合农民１６５．３万人次，支付新农合
基金３．２亿元。其中，门诊补偿１５８万人次，支付新农
合基金６７９５．１万元；住院补偿７．３万人次，支付新农
合基金２．３８亿元，向大病患者支付１５００．８万元。

基本药物　２０１６年在仁慈医院等非政府办医疗机
构试点扩大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推行药品集中采购。充

分发挥省平台数据监管优势，对药品订单申请、审批、配

送、验收各流程进行跟踪监管，将监管情况分别纳入

“医疗机构百分考核”和“供货企业积分考核”统计。全

年共采购基本药物品规１２０７种，总采购金额６４８７．２６
万元，配送药品总金额６３９６．４万元，总配送率９８．６％。

能力提升　投资５亿元新建的灌南县第一人民医
院基本完成内外装修及设备安装。田楼一院、李集乡卫

生院顺利通过国家级“群众满意卫生院”验收，北陈集

卫生院成功创建省示范乡镇卫生院，三口小北、李集八

间房、孟兴庄老垛、田楼西盘等四个村卫生室成功创建

省示范卫生室。积极推进保健院和堆沟港、三口两家中

心卫生院二级创建评审工作。新增百禄中心卫生院市

Ａ级预防接种门诊１所。批复建成童心护理院、仁慈护

理院两家医养结合医疗机构。积极推进县镇村卫生一

体化管理，卫生院领办村卫生室比例８２．８７％。全面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县签约家庭７．１３万户，覆盖全
县家庭率４４．２８％，重点人群覆盖率６３．６％，个性化签
约率２３．８％。

爱国卫生　推进“健康灌南”及慢病示范区创建活
动，在县域内全面开展大型广场宣传、健康讲师团宣讲、

健康学校创建、病媒生物防制宣传等活动。深入开展减

盐控压、控烟等健康促进行动，开展健康义诊和健康教

育，惠及群众率８５％。在堆沟港中心卫生院、田楼镇第
一卫生院建成２个健康小屋，全县建成健康主题公园
１个、健康主题广场 １个、健康步道 ５条、省级卫生村
９家，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７０００座，病媒生物防制消杀
面积达１５万平方米。全县实现城乡区域由田楼、项项
湖两大水厂统一供水，水质监测项目实现全覆盖，水质

检测合格率８５．７％。
人才引进　全年共支出９０余万元用于学术奖励。

全年共开展６次招聘活动，累计招聘１０２名卫计专业人
才。大力开展“医疗质量内涵提升年”活动，完善医前、

医中、医后细节服务。加强校地合作，灌南县顺利成为

“徐州医科大学人才工作站”基地。推进疾病防控人才

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逐步建立覆盖城乡、信

息互通、高效规范的疾病防控体系。

卫生应急　创新完善院前急救服务体系，全年共出
动急救车辆６８４０车次，抢救急救患者６２１８人次。全
年县级多部门联合开展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等重大演

练３次，有效提升院前急救、院内救治的应急能力。加
强卫生应急工作，顺利通过省卫生应急规范县复评。

计生服务　加大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扶持
力度，完成２６１４人次奖励扶助对象的年审工作，落实
奖励扶助金２１４．６７万元，特别扶助金４６．３２万元。落
实１１４人三级以上手术并发症专项扶助金１３．６８万元。
争取县财政２０万元成立“计生公益金”，发放“连心卡”
６０份，对计生特殊家庭、贫困母亲、留守儿童等人群开
展暖心慰问走访活动。启动“生育关怀———零距离服

务”，成立县级关怀帮扶基地两个，接纳４６名计生家庭
成员进基地务工，同时带动周边１０３户计生家庭创业致
富。指导乡镇建立生育关怀基地，吸纳１２００余计生家
庭成员进基地务工，帮助８００个计生困难家庭提供致富
项目。

健康服务　全县县乡村三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职责在整合到位。贯彻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全县

共批准再生一孩５０对，办理生育登记６８３４对，其中办
理二孩登记３６７４对。全县人口出生率９．２７‰，出生政
策符合率９９．３２％，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５６‰。加强流动
人口公共计生均等化服务，把流入人口纳入辖区人口服

务和健康管理。推进“幸福家庭”创建活动，示范村覆

盖率５０％，培育２个青少年健康促进示范基地，开展青
少年健康教育试点活动。

公共卫生服务　建立居民健康电子档案５９．７９万
份。新建温馨数字化接种门诊１６个，各项基础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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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９９％。在全县５个乡镇试点推行Ｈ型高血压和脑卒
中防控惠民工程，在堆沟港中心卫生院试点推行门诊诊

疗系统和基本公共卫生系统对接工作。６５岁以上老年
人免费健康体检率８６％，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
检查２．５万人，产前筛查３０４６人，新生儿疾病筛查率
９８．８％，为６９７名适龄学生进行了口腔疾病预防，创成
２家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示范单位。

中医药管理　开展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活
动，开设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巡讲１５场，开展中医药
“进家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２０次。１７家乡镇卫生
院设置中医科和中药房。全县所有乡镇卫生院都能熟

练掌握１０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１００％的村卫生室能
运用神灯、刮痧、推拿、中药外敷等适宜技术治疗常见病

和多发病。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项目６５岁以
上老年人覆盖率６１％、儿童覆盖率５１％。灌南县成功
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研

究基地。

党风行风建设　深入开展纠正医药购销、违规收受

“红包”、打击违法行医三项专项治理行动。完善医患

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推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

全年共发生医患纠纷２５起，调处成功率１００％。推行
群众依法逐级走访权益保障卡，引导群众依法逐级走

访，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全年信访平台转办２１批次，
信访办结率１００％，全年无集访越访发生。通过公开行
风电话、医德医风意见箱、群众来信来访等渠道，受理群

众咨询投诉。

行政执法　强化“两非”行动打击力度，健全孕情
全程管理，落实终止妊娠手术定点、证明查验及手术登

记制度，建立出生实名登记制。依法开展社会抚养费征

收工作，全年共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委托书１３４份，征
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１３５份，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
５２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６７份，无因行政执法不
当引发的信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张怀霞）

·８８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淮　安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上年数量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上年数量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８１３ ８００ １．６３ 卫生人员（人） ４０１６８ ３９１９８ ２．４７
医院、卫生院（个） １８５ １８４ ０．５４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３１５２４ ３０４７５ ３．４４
床位（张） ２７５２９ ２５９６６ ６．０２ 乡村医生（人） ３１０４ ３３３９ －８．６８
医院、卫生院床位

（张）
２５５００ ２３９５５ ６．４５ 个体开业人员（人） １５３３ １２３９ ２３．７３

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

位（张）
３．５９ ３．４１ ５．２７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

术人员（人）
６．４５ ６．２６ ３．０４

人

口

总数（万人） ４８９
出生率（‰） １０．９３
死亡率（‰） ７．４４
自然增长（‰） ３．４９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２８２７．２３
门诊人次（万） ２６３７．０９
急诊人次（万） １１６．６５
住院总人次（万） ８３．３
出院总人次（万） ８３．２４

卫

生

费

用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４２９４４９．６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２７７６８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５５．５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７００８．７

　　一、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市户籍总人口５６７．５６万人，常住总人

口４８９万人，常住人口出生率 １０．９３‰，死亡率 ７．４４
‰，自然增长率３．４９‰。全市拥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２３７
个，三级医院８家（其中“三甲”医院５家），二级医院１４
家，１１５家乡镇卫生院、２０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直
医院全部建成三级医院，所有县（区）人民医院、中医院

均达到“二甲”标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村卫生室实现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全市医疗卫生

机构实有病床数２７５２９张，卫技人员３１５２４人，其中执
业（助理）医师１２３８５人，注册护士１４３４９人。每千人
口医师数、护士数、床位数分别２．５３人、２．９３人、５．６３
张。市卫生计生委荣获全省综合医改考核创新奖、全省

卫生计生重点工作考核优良奖，全市科学跨越发展目标

考核优秀单位、软环境效能建设“十佳单位”、１０１％服
务优胜红旗单位、创新创优项目一等奖，市计划生育协

会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先进集体”。在全省综

合医改推进会、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作交流发言，

新华社、人民日报、健康报等２４家主流媒体到淮安采访
宣传综合医改工作。淮阴区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作典型发言。

二、体制改革

成立市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法人治理结构试

点稳步推进，市三院、四院理事会运作步入正轨。１４所
城市公立医院全面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１９所县级公

立医院同步推进。落实中医药激励措施，所有医疗机构

中药饮片、院内制剂不实行零差价。城市公立医院“药

占比”３４．９％、同比下降５．１５个百分点，医疗服务收入
占比５４．７％、同比上升５．７４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下
降０．８天。“新农合”床位费纳入可补偿费用限额，二、
三级医疗机构提高１０元，分别达 ３０元／床日、４０元／床
日。完善药品（耗材）采购监管、规范购销行为，对急

（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成交价格

比企业初始报价降低２５．０４％。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
格局。新设置９家民营医院，与英国信诺集团、上海复
星医药、四川恒康集团的合作项目有序推进。

三、规划信息

《淮安市“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淮安市区域

卫生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淮安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颁布实施，成为全省最早印发系列规
划的地级市。获批中央投资建设项目５个，获批乙类大
型医用设备１５台。市、县区两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
省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所有二三级院均建成远程医疗服

务平台，与乡镇卫生院实现远程会诊。获批１３个智慧
健康（医疗）项目，概算投资８３５０万元。建立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３９５万余份，建档率８１．４％。开展统计信息
资源深度挖掘，各类统计报表完成率、及时率１００％。

四、财务管理

落实医疗卫生投入政策，市财政预算安排卫生与计

生事业经费４．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９．２％。争取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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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债券资金７６００万元用于化解公立医院历史债务，市
财政对医院贷款贴息补助５３３．６万元，安排医药价格综
合改革药品零差率财政补助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加强公
立医院财务和预算管理，全市公立医院全面实施三级医

院总会计师制度。积极向上争取扶持，全年争取中央和

省专项资金１４．３８亿元。
五、政策法规

调整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党委中心组、领

导干部学法制度，全年共组织集体学法４次。组织机关
人员参加市公务员普法培训活动。加强法制机构与队

伍建设，聘请江苏兴宇律师事务所袁仕祥律师为常年法

律顾问，招录补充１名法律专业硕士。加强行政许可事
项管理，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在市政务中心集中办

理，结果在市政务中心平台集中公示，实现线上线下一

体运行。

六、卫生应急

全市省级卫生应急示范（规范）县（区）６个，有２７
个乡镇（街道）达到了卫生应急规范化乡镇标准，全市

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和疾控中心全部成立应急办。

培训卫生应急救护人员７９８０余人，占全系统干部职工
人数２０％以上。增加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服务功能，启动
“健康新时空”健康体验馆建设。开展卫生应急专题风

险评估２次，撰写日常风险评估报告１２篇。开展突发
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及时报告并规范处置３例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

七、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市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报告发病率１２７．７５／
１０万，同比减少４．１６％。科学处置一起输入性血吸虫
病感染疫情，受到国家、省表扬。以乡镇为单位免疫规

划疫苗接种覆盖率９６．６７％。建成规范化预防接种点
１５９个，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１１５个，占比７４．２％。慢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实现省级全覆盖，淮安、清河建

成国家级。在全省结核病临床技能竞赛中获得团体一

等奖，金湖县人民医院曹顶贵参加全国竞赛，获得个人

总成绩三等奖、个人影像读片技能单项奖。全市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检出率３．８２‰，管理率９３％。
八、医政医管

市一院、二院顺利通过“三甲”医院周期评审，２所
县级医院通过三级综合医院自评并报省备案。优质护

理实现二级以上医院全覆盖，二三级医院建成远程医疗

服务平台，与乡镇卫生院实现远程会诊。二三级公立综

合医院全面开展日间手术试点，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分

别控制在９天、１０天。全年推动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减
少重复检查约１８万人次，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约１２２２
万元。全市７所三级医院创成省级平安医院，二级医院
全部创成市级平安医院。全市二级以上医院电子病历

均达三级以上水平，市一院利用“互联网 ＋”技术建成
全省首家慢性病网络医院。全市无偿献血 ５０９７６人
次，７５８６４．７５单位，同比分别增长４％、５％。

九、基层卫生

全市新农合参合率达 ９９．９８％，人均筹资标准达

５６５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４２５元，个人提高到１４０元，
县乡两级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７６．５３％。
重大疾病保障范围扩大到 ２２类，新农合报销比例达
７０％。新创成２０个国家级“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１０
个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２６个省级示范村卫生室。完
成３１０２名基层医学人才培训和３１９名人才招录，遴选
上报１８０名省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在全省基层卫生
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中获得二等奖，淮阴区南陈集中心

卫生院李海丽代表江苏参加全国竞赛，荣获个人项目一

等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

５０元。
十、妇幼健康

市、县（区）两级政府办、独立建制妇幼保健机构健

全率１００％，市妇幼保健院启动异地新建工程并创成省
级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淮安区创成省妇幼健康优

质服务示范区。全市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及人员持

证执业率均１００％，婚前医学检查率９８．０１％。全市孕
产妇死亡率３．６６／１０万、婴儿死亡率３．２４‰、新生儿出
生缺陷发生率３．３１‰，均低于省标准。为２．６１万名农
村孕产妇发放分娩补助，为２．９８万名农村妇女增补叶
酸，为１３．７万名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１００％。

十一、爱国卫生

爱国卫生工作综合排名居全省前三、苏中苏北第

一。洪泽区通过国家卫生县城考核，涟水县建成省卫生

县城；建成１个国家级卫生城镇，建成６个省级卫生镇
（乡）；金湖县成为省级健康促进示范试点县，全市建成

省级健康社区８个、健康单位１０个、健康企业２个，健
康促进金牌学校１０个，印发健康读本１３万册、健康挂
历１０３万份。完成农村改厕２万座，淮安区、金湖县被
评为省“农村改厕示范区（县）。城乡饮用水监测覆盖

率达１００％，金湖、洪泽、涟水通过省级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复审。

十二、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全面建立，完成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市级分中心建设及省级哨点医院挂牌工作，对７
个县级中心和８家省级哨点医院进行考核验收。全市
１０个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圆满完成各项监测任务。
市级召开培训讲座４场，印发宣传材料２０００余份。全
面完成省下达的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和企业标准跟

踪核查工作任务。

十三、综合监督

起草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即将作为国家标

准实施。全市有１件执法微课获得国家级奖项，１４件
微课和９篇卫生监督论文获得省表彰，数量全省第一。
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数全省前三，全年完成行政许可３０００
余件，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等专项监督检查８次，查处无证
行医７２户次。督查公共场所卫生单位８００余户，市卫生
监督所许崇军荣膺江苏省首届十佳卫生监督员。

十四、药政管理

基本药物制度实现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规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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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二三级医疗机构

联动实施。药品网上集中采购率 １００％、及时回款率
９０％。２０１６年，全市网上采购金额２６．７６亿元，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基药占比１５．９３％，全省第三。开展短缺药
品信息综合监测，选取２０个药品监测哨点，收集短缺药
品信息１５１７条。加强药品购销双向监管，在全省率先
实行药品生产、配送企业约谈制度，对５家配送企业进
行了询问调查。

十五、中医药发展

市中医院“临床教学综合楼”建设项目主体封顶，

涟水县、淮阴区异地新建中医院。市二院建成国家级综

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有１个国家级中医临床
专科建设单位完成建设期任务，６个专科被确定为省级
中医临床重点专科，１个专科被确定为省级中医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单位。新增２个省名老中医专家工作室，汪
再舫工作室在省考核验收中获得优秀成绩。所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９５％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建立中医馆、
中药房。开展各类巡讲９８场次，公益性活动３５０余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４万余份，媒体报道３５次。

十六、科技人才

新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７个，总数达１６个。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个，荣获省新技术引进奖 ９
项，市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５项。市政府与南
京医科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苏北临床医学研究

院。拥有海归专家７人、博导７人；招聘硕士或副高以
上人才１３３人，其中博士３人、学科带头人１人；入选省
３３３人才５５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２人、双创博
士３人、苏北计划１人。

十七、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全面两孩政策稳妥实施，全年出生５．８１万人，出生
率为１２‰，同比略有增加，出生政策符合率达９９．１％。
开展生育登记服务“散快优”行动，全年生育登记服务

５６７８６人，登记率居全省前列，再生育审批１０８３例，出
生人口信息统计入库及时率和准确率达９８％以上。金
湖、淮阴等２个县区入选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先进单位。４个县区获省政府表彰为“十二五”人口协
调发展先进县区。

十八、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省级计生奖扶政策惠及４８０２９人、特扶政策惠及
２７５６人，市级奖扶政策惠及３８３６４人。１～１４周岁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发放１２５４．４９万元。全市出生人口
性别比１０９．８７。为４２名农村计生困难家庭女大学生
每人发放助学金５０００元，共发放助学金２１万元。积
极争创全国创建幸福家庭示范市。

十九、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全市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率 ９２．３％。流动人口
信息系统入库人数６３．９万，同比增长２１％。核对流动
人口数据近２０万条，网上办证１５００余件。流动人口
健康档案建档率达６０．２７％，居住满３个月０～６岁流动
儿童预防接种率达９６．０２％，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
率达１００％，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免费服务项目人群覆盖

率达１００％。淮安作为苏北唯一地级市代表在全省会
议上作交流发言。

二十、党风廉政及行风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实有力。开展“加强

廉政心理建设，树立良好医德医风”专项行动，覆盖率

１００％。市四院创作的“廉洁 ＝幸福”作品获得全省廉
政公益广告平面类铜奖。全面开展“三评一创”，二级

以上医院医德考评电子档案实现率１００％。在省卫生
计生委组织的第三方调查中，社会对卫生计生行业满意

度９２％。组织开展全市“最美医生”、“最美护士”评选
活动。市中医院蒋莉入选全省“十大医德标兵”，市三

院郑直、市四院朱礼尧、市中医院王斌、淮阴区疾控中心

陈运培、洪泽区医院赵光元、金湖县中医院潘风芹等６
名同志被评为全省“百名医德之星”。

（董方旭）

【强基层建机制做法得到国务院医改办推广】　筑牢基
层“网底”。实施“５０００名基层医学人才培养工程”，培
训２０６１人次、招录２１９人。完善医保政策。提高“新
农合”筹资标准，比苏北各市高１７％。实施差别化医保
报销政策，“新农合”乡镇卫生院的起付线是县级医院

的５０％、三级医院的３０％，乡镇卫生院报销比例比县级
医院高１５％、比三级医院高３０％，城镇居民医保基层医
疗机构起付线是县级医院的５８％、三级医院的４０％，报
销比例比县级医院高５％、比三级医院高１０％。推进基
层绩效工资改革。将基层卫技人员绩效工资总量扩大

到１３５％ ～１５０％，将基层医疗机构骨干工资扩大到
１５０％～２３０％。给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乡
镇卫生院的健康管理团队每月每人６００元专项津贴。
落实遴选省级、市级和县级骨干人才补助政策，省级骨

干每年补助不少于４万元，地方骨干不少于２万元。淮
安市“强基层、建机制”工作经验在全省综合医改推进

会上作交流发言，被国务院医改办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

推广。

（董方旭）

清江浦区

概况　清江浦区位于淮安市主城区，位于淮安市地
理位置中心。现辖４个乡镇、１２个街道，以及２个省级
开发区，共１１８个社区，总人口７０万。全区现有专业公
共卫生服务机构３个，分别为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妇
幼保健所；计划生育指导站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９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３４个，村卫生室４２个。

纪检监察　组织机关和各单位党员干部重温入党
誓词。与各基层单位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书；

制订《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工作的通知》。深入

开展“服务‘十三五’、护航开局年”“三评一创”“１０１％
优质服务”竞赛活动。认真开展“作风建设深化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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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教育年”“两为”专项整治、“小五长”整治等活动。各

机构严格规范购销手续，各类发票留存备查。深化“五

德”“两学一做”及“三警一线”学习教育工作；制订《清

江浦区卫生计生系统作风建设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认真落实公务用车“四统一”“三公”经费备案申报等

规定，狠刹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公款购

买月饼和送礼等不正之风。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加强行政权力规范运行，打
造诚信计生。进一步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办理、照顾再生育一孩子审批、病残儿鉴定等

区级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并全部实现网上公开透明运

行。完善政务公开、证件办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

抚养费征收等相关制度。所有执法活动建立完整、规范

的案卷，客观、全面地记录行政执法的事实、有关证据及

行政决定。严格执行办证服务“零收费”制度，杜绝强

行要求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妇检、违规征收

社会抚养费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医政医管　严格医疗机构及人员准入，实施医护质
量培优工程、开展“三好一满意”、平安医院创建、医疗

质量月月查、优质护理和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项整

治等活动；初步建立分级诊疗、对口支援服务体系，深化

纵向医联体建设。组织全区６８５名执业医师定期考核，
并逐一建档。

中医药　积极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鼓励名老中医
开办中医诊所，严格中医药服务准入管理，完善中医医

疗机构执业登记、变更、校验制度，进一步规范中医医院

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诊疗行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

市直医院建立长期稳定、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加

强对中心团队医师的培训。积极组织开展第六届“中

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及第四届

“江苏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活动，扩大中医药社

会宣传。

药政工作　认真落实基本药物配备政策，巩固和扩
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成果，明确专人负责基本药物制度

的实施与管理工作，建立短缺药品动态监测机制，协调

短缺药品调剂等事宜，规范开展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杜

绝线下采购。

科教工作　认真开展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顺利完
成年度基层人员培训任务；组织开展卫生科研课题和成

果申报，推广基层卫生适宜技术１０项以上；使用《江苏
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ＩＣＭＥ》，辖区内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覆盖率

１００％，初级、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培训合格率９５％。
基层卫生　２０１６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

经费标准提高至５０元，并纳入年初财政预算。２０１６年
全区居民健康档案共建档管理５０．７４万份；累计管理高
血压患者７１４１４人，规范管理６４３９９人，规范管理率
９０．１７％，血压控制率 ５９．３７％；累计管理糖尿病患者
１７５７４人，规范管理１４９９８人，规范管理率８５．３４％，血
糖控制率６０．３５％。共组建６２支全科团队、乡镇健康
管理团队 ２５个，其中全科医生 １２７人，社区护士 ２２１

人，全面推行家庭医生和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形成家庭

医生或乡村医生牵头、三级医院专家为技术支撑、基层

医疗机构全科医生为主要力量的团队格局，为居民提供

健康档案建立、医疗咨询、随访、转诊等多项服务。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年７月起，淮西，市中，
钵池山三个政府办中心已开设独立账户。对原来“核

定任务、核定收支、差额补助、绩效考核补助”的财政补

助方式进行调整，改为核定任务与定额补助挂钩、适时

动态调整的补助方式。定额补助由财政部门按照政府

责任要求纳入年度预算并足额安排落实。建立以核定

任务完成情况为核心的财政补助资金目标考核机制。

进一步完善基层绩效工资制度，适当提高绩效工资总量

调控水平。

创新创优工作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９日，在淮安市第二
人民医院举行的全市基层卫生岗位技能竞赛中，清江浦

区代表队获得了“城市全科医疗”项目的一等奖和二等

奖，团体竞赛项目的一等奖，“农村全科医疗”项目的三

等奖，“社区护理”项目的二等奖和三等奖；邵传宝，陆

苏嘉，张菲菲荣获“２０１６年全市基层卫生技能标兵”称
号，邵传宝荣获“淮安市五一创新能手”称号，原清河区

卫生计生委获“淮安市工人先锋号”称号。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２２—２４日，在以“竞技练兵，展我风采”为主题的全
省基层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中，由市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团队代表淮安市参赛，并取得江苏省团体比赛第四

名，荣获二等奖的佳绩。和平中心卫生院通过“全国群

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的初期评审验收；和平镇崔葛村

卫生室、黄码乡黄码村卫生室、武墩镇严集村卫生室顺

利通过“省级示范村卫生室”验收；和平中心卫生院老

年科创成“省级特色科室”。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１６年发生乙丙类传染病３４１例
（发病数前三位分别为病毒性肝炎１４７例、梅毒８８例、
肺结核７２例），发病率１０１．６７／１０万，与去年同期相比
（３９６例）下降１３．８９％，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共登记腹
泻病例１３８４例，检索４２０例，全人口检索率 ＞１‰，未
发生霍乱确诊病例。全区结核病系统管理各项指标均

达要求，系统管理率１００％，推荐率完成１３０．５２％，患者
转诊到位率９７．７３％，医疗机构患者报告率１００％，网络
追踪到位率９７．１４％。完成艾滋病防治宣传、娱乐场所
高危干预、男男性行为高危干预等工作。开展国家级项

目，完成国家艾滋病哨点监测任务、常见消化系统疾病

流行病学调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
目工作任务。开展国家梅毒预防与控制规划（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中期评估，代表江苏省接受国家评估复核。两
轮脊灰疫苗补充免疫活动补种率９９．３５％（７６７／７７２），
全区接种一类苗近７．９万剂次，二类苗１．０１万剂次（不
含狂犬疫苗），基础免疫接种率９７％。开展“三热”患者
血检，血检率０．６２％，规范处置输入性疟疾病例１８例，
完成２００例疟疾主动病例侦查任务。肠道寄生虫病监
测１０００人份，未检出阳性感染者。开展慢性丝虫患者
和艾滋患者（感染者）弓形虫感染情况监测，共排查３７
人，检出２例弓形虫阳性患者。开展健康素养知识网上

·２９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测评和健康素养巡讲，各乡镇、街道健康素养网上学习

系统共５８３７５人参与。全年完成１２６７０人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任务。农村饮用水监测覆盖率１００％。

妇幼保健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有７３３０名孕产妇建立
孕产妇保健手册，同时进行孕产期健康管理。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均及时足额发放，全年住院分娩补助

１３８９人，任务完成率１１５．７５％；农村妇女免费发放叶酸
１３３３人次，任务完成率１０４．９６％。对辖区内幼儿园开
展入园体检，共体检１８１５人，新增听力筛查项目。全
区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为９５．２１％，５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为２．９７％，婴儿死亡率为２．１６％。出生医学证
明施行辖区统一管理，共为全区１５７人补办出生证明，
换证３人次。为全区８３７７人提供免费婚检。检出疾
病总人数为６５９人，其中男４１１人，女２４８人；检出指定
传染病３２人，生殖系统疾病６２人，内科疾病５５９人，精
神类疾病２人，遗传病５人；影响婚育疾病人数总数２８３
人，不宜生育的５人。

计划生育　为４１０５对夫妇提供免费孕前健康检
查，完成目标１０２％，发现高危人群３５２对。为２８１５对
符合生育条件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目标人群覆盖率为１０４．２５％。全区共出生６１９２人
（包括政策外生育 １１人），其中一孩 ３４４９人，二孩
２６９１人，多孩５２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８２％。全年共
出生男孩３２４１、女孩２９５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９．８。
加强流动人口信息的清查登记工作，深入开展流动人口

卫生计生均等化服务，全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率达

９８％。全区信息数据逻辑准确率９８．１５％，数据完整率
９９．９７％，信息化建设覆盖率１００％。全年发放省、市奖
扶以及特别扶助金８００余万元，奖励扶助政策兑现率
１００％。及时办理省、市奖扶、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
别扶助资格确认工作。２０１６年新增省奖扶１９人、市奖
扶２３人、特扶２５人。全区享受省奖扶１１０人，市奖扶
８４人，特扶１９５人。全年发放省奖扶１０．０３万元，市奖
扶４．７７万元。对年满６０周岁的扶助对象进行计划生
育特殊扶助金提标，全年共计发放独生子女死亡特别扶

助金９３．７９万元，发放独生子女伤残特别扶助金３５．８４
万元。开展“助你飞翔”———２０１６年计划生育公益金专
项救助活动，为全区符合“助你飞翔”专项救助条件的

１６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放一次性计划生育公益金共
计３．２万元。开展“爱母亲、爱家庭、连协会”暨幸福家
庭创建宣传服务月活动。全区上报幸福家庭示范户共

１４户，“幸福淮安人”征文８篇。开展市计划生育公积
金上报工作，共为全区１５户家庭申请了计划生育公益
金。开展“健康百岁”中医大课堂免费服务进社区活

动，共举办７期讲座。为特殊困难家庭购买综合保险，
将伤残独生子女同步纳入综合保险，共参保２２６人，截
至１０月份，已理赔１１．７６万元，理赔率２０８％。开展政
府购买居家养老工作。对未退休的计生特殊家庭成员

提供社保和医保经费补贴；对年满６０周岁、生活不能自
理又未入住养老机构的照护对象，每人每月发放５００元
补贴；为城市无业人员按每人每年１００元的标准发放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补贴；共为３６户需要
居家养老服务的计生特殊困难家庭提供了生活照料、家

政服务、医疗保健、物业维修、餐饮服务等 ８类 ７３项
服务。

爱国卫生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和复审成果。
组织开展“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携手共建健康清江浦”

为主题的全国第２８个爱国卫生月和全省第２０个健康
教育宣传月活动。全区共创成１个省级健康社区，１个
省级健康单位，１个省级健康促进企业，１个省级健康促
进医院，７个市级健康社区及５个市级健康单位。健康
促进学校实现全覆盖。刊出宣传栏６２４期，举办卫生日
宣传１３２场次，健康素养知识展板巡展２７场次，健康素
养知识讲座３４５场。

（黄雨蒙）

淮安区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
格执行“三集中、三到位”要求，启动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信息“双公示”制度；实施生育服务管理制度改革，统

一规范《育龄群众婚育情况证明》样式和填写模式。城

区公共场所持证率、量化分级率１００％，全区２９８家农
村集中式供水单位的监督监测覆盖率１００％，对辖区内
１３７所中小学校及幼托机构开展卫生综合评价检查；累
计抽检２４０套近千件餐饮具样品。立案查处非法行医
和违规执业２８起，移交公安处理案件２起，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３起；全年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共立案查处
１０１５例，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３４件；审批再生育
申请２３４８件，查验婚育证明８４０件。

疾病预防控制　巩固省消除疟疾达标考评成果；抓
好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工作，提高传染病监

测和疫情处置能力，全区无甲类传染病发生，传染病发

病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报告率、及时率１００％。被省
确认通过达到有效控制肠道线虫标准的县区；适龄儿童

预防接种率９８％以上。
医政医管　定期开展医护药质量巡查和病历质量

评审，开展抗菌药物、特殊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等专项督

导和医院感染管理、医疗废弃物管理、消毒供应等明察

暗访。建立了淮安医院与施河卫生院、楚州中医院与流

均卫生院两大医联体。全面落实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４０项具体措施，深入开展平安医院创建，积极做好医
患沟通工作，全区未发生有较大影响的医患纠纷。

基层卫生　新农合人均筹资 ５６５元，参合人口
８６２９万人，政策性补偿比７７．３４％；新农合大病保险人
均保费 ２０元，从新农合基金中直接划拨，累计赔付
８０７５人次，赔付金额１４７９．０２万元。所有政府办医疗
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并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建立了短缺

药品信息报告制度。公开招考招录８０名卫技人员充实
到基层一线，组织第二批４７名卫生管理人才赴清华大
学研修，选派５０余名城市医生进行卫生支农、１００余名

·３９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基层骨干到上级医院进修，开展专题学术培训２０余期，
累计培训２０００余人次。全区现有省“３３３工程”培养
对象３人，“５３３英才工程”拔尖人才１０名，３９人获得省
级骨干人才称号。开工建设占地２００亩，总投资１０亿
元，总建筑面积２１．７９万平方米的淮安医院异地新建项
目；建成集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九位

一体”的公共卫生服务中心，１．６万平方米的区妇幼保
健院新院正式投入使用；新创国家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７家、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２家、省示范村卫生室７个、市
惠民医院３所。建成使用远程医疗、检验和影像中心，
覆盖全区所有医疗卫生机构；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实现与

省预约诊疗平台的无缝对接；加快推进自助挂号、叫号

系统和区域平台移动客户端建设。

公共卫生服务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５０
元。全面落实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卫服务项目。累计建
立居民健康档案８８．１７万份，高血压、糖尿病和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达到国家规定要求。出台

《淮安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管理办法》，对家庭医

生签约给予适当补助；全区总签约６５１１３３人，其中个
性化签约５８９７５人，重点人群签约２７５８６５人。施河镇
被命名为国家级卫生镇；完成农村改厕任务１．３万座；
创建市级卫生镇２个，省、市级卫生村各５个；水质监测
覆盖率１００％。

妇幼健康服务　完成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资源整合，成功创成“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

全面实行妇幼健康服务分级诊疗制度，建成危重孕产妇

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全区无孕产妇死亡发生；为２．９万
名妇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率

９８％，爱婴医院复评审通过率１００％，农村妇女增补叶
酸完成率 ９８％；住院分娩补助率、三阻断孕期检测
率１００％。

计生服务管理　加强全面两孩政策宣传，编印《全
面两孩政策法规解读》读本，制作专题宣传片和图册；

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修订《淮安区出生人口

性别比综合治理服务管理制度》，严把鉴定、销售、审批

等环节。推进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免费为留守儿童

健康体检。承办淮安市第五届“健康·幸福家庭”示范

户表彰活动；制订《淮安区“幸福住万家行动”实施方

案》，重点打造一个社区和一个村（居）示范点。全年共

办理一孩生育服务登记４８７７例、二孩５０４７例，流动人
口管理服务率９６．２３％，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０５％，出生
人口性别比１０９．７８。发放１～１４周岁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金２２３．９４万元，惠及３８０１６人；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金１７３３．２２万元，惠及１６４４１人；发放
“两个一次性”奖励金３５６．９６万元，惠及４４６２人。奖
扶兑现率１００％。先后获得省“人口协调发展创建工作
先进县（市区）”“全省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工作先进集

体”。

中医药　先后投入３００余万元，在全区１９家乡镇
卫生院建成中医特色服务小区。创成省中医临床重点

专科１个，建成市级中医临床重点专科２个，７家卫生

院中医综合服务区通过省级考核验收，有２人获得第三
届“淮安市名中医”称号、２人获 省农村优秀中医临床
人才称号。

纪检监察　全面落实抓基层党建、抓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责任制，开展“两学一做”知识竞赛，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暨警示教育大会，深入开展“两为”整治和“小五

长”专项整治活动，组织明察暗访２０余次，查处两为案
件１５起，问责２８人次。全年未发生一起越级上访事件
和安全生产事故，先后被区委区政府表彰为党风廉政、

安全生产、信访稳定和综治创建先进集体。

（刘素林）

淮阴区

疾病预防控制　承办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华医学
会糖尿病学分会、省卫生计生委主办的第１０个“联合国
糖尿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承办江苏省第９个“全国疟
疾日”宣传启动仪式。培育大学生村干部健康生活指

导员队伍制度在全国健康生活方式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工作连续两年荣获国家癌症

基金会“优秀项目奖”。淮阴区达到消除疟疾标准。荣

获江苏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江苏省重点职业病监

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先进单位。该区在全市人

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控桌面推演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该区选手在江苏省基层医生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用中比

赛中获团体一等奖，并代表江苏省一队出征江苏、浙江、

上海举办的长三角社区医生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用药知

识竞赛，获得团体二等奖。

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开展取缔非法诊所、规范公立
医院依法执业行为、游泳场所整治、疫苗接种、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放射诊疗场所专项检查、学校卫生以及传染

病分类监督综合评价等十余次专项行动。日常监督

３５００余户次，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取缔无证行医４８户，
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案件 １０３起，案件查处率
１００％，其中医疗卫生案件６８起，公共场所卫生案件１８
起，生活饮用水１６起，职业卫生１起。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２３起，移送公安机关８起，未发生一起行政诉讼败诉
案件，群众满意率１００％。荣获国家卫生行政执法微课
大赛表彰、省卫生监督工作先进单位、省卫生监督执法

全过程记录试点单位、省卫生行政执法微课大赛一等

奖、省“健康卫士”杯表彰、市依法行政规范化示范点、

市目标考核一等奖、市卫生行政执法微课大赛特等奖、

市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案卷一等奖。

医政医管　始终以医疗质量安全为中心，完善“月
督导、季检查”监管制度，强化落实每月医疗质量管理

点评、每季度病案文书点评、每季度检查问题点评等三

项点评制度，加强医院感染管理，严格落实临床各项诊

疗规范和医疗核心制度。在全区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了

“三基理论知识竞赛、医护临床操作竞赛、急诊急救技

·４９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能竞赛”“十二五期间医疗救治十大优秀案例”等系列

评比竞赛活动。全年举办各级各类学术讲座、培训共

６８场次，参与培训医技人员３１８０人次，全年开展各项
医疗质量检查２０余次、召开医疗质量管理会议１０次。
全年基层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９例，均有效化解。全
年基层医疗单位发生呼吸心

!

骤停２０例，成功复苏１５
例，复苏成功率７５％。

中医药管理　全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均设置规范化的中医科、中药房，２２６个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均设立中医诊室。全区现有 １８
家基层医疗机构建成各具特色的“中医馆”，其中王营、

棉花、丁集、吴城、码头、果林、五里、刘老庄、韩桥创建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

项目均顺利通过省级验收。码头、棉花、徐溜、赵集已先

后被评委江苏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并通过省级验

收。开展了“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

普巡讲活动，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共６２场次，向群
众免费发放宣传材料４５１８份，设置宣传展板８４块，现
场参与群众累计２９４４人次，媒体报道１２篇。

基层卫生　全区共创成１０个全国“群众满意的乡
镇卫生院”，１个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个省示
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７个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１９个省
示范村卫生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省级以上示范化率

８３．３％，居全省前列。丁集疼痛科、棉花肛肠科创成省
特色科室，全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特色科室１１个，其中
省特色科室９个。２０１６年，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
急诊人次达到３１９．５万人次，占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总诊
疗量的８１．３％，区乡两级新农合住院总人次９．７万人
次，基层住院人次占比达到６０．３％，提前实现了“九成
人看病不出区，六成人住院在乡镇”。规范实施１２类
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团队１１６个，全面实施签约服务工作，个性化签约率
３１．９５％。王营、营中、果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江
苏省“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建设单位”。家庭医生服

务模式创新被市委、市政府列为２０１６年度创新项目。
妇幼保健　２０１６年，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和人

员持证率１００％。新生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分
别为１．８５‰和 ４．５‰。婴儿死亡率３．５‰，５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４．９６‰，孕产妇死亡率９．７３／１０万。重大妇幼
卫生服务项目推进有力，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获得补助

５１１１人，农村孕早期妇女补服叶酸７１７４人，孕产妇艾
滋病、乙肝、梅毒免费检测１２７０２人。加强婚前、孕前
健康检查，全年免费婚前检查报表上报１２０７２对，检查
率１００％；免费孕前检查任务数 ５２９７对，实际检查
５６５８对，完成率１０６．８２％；妇女病普查率８９．３％；宫颈
癌检查２５００５，乳腺癌检查２６７４０，宫颈癌检查完成率
１００．０２％，乳腺癌检查完成率１０６．９６％。

流动人口管理　在江苏省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
管理信息系统中共入库５５８４１人，育龄妇女２６３６８人，
已婚育龄妇女２０３５９人，上传提交省外信息１１０１３条，
提交省内流动信息２１９９０条，回复协查信息１１４２８条，

回复率１００％。处理各地来电来函４３６７次。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率９６．１２％。

爱国卫生　２０１６年，南陈集镇、渔沟镇、韩桥乡完
成农村改厕２０３２座；渔沟镇、凌桥乡分别通过省、市级
卫生镇考核验收；老张集乡通过省级卫生镇复审，徐溜

镇、新渡乡通过市级卫生乡镇复审；渔沟镇渔沟村、淮河

村；凌桥乡李庵村、三堡村创建成省级卫生村；王营镇双

河村，老张集乡郑湾村、洪涯村、玉尧村通过省级卫生村

复审。

药政管理　区、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２０１６年度基本药物网上集中采购、
配送７２９０．５５万元，配送率９７．２％，平均采购成本下降
近４０％，直接减轻患者负担４８６０余万元。强化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落实使用报备和分

级使用制度，门诊、住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分别下降至

２０％和５６％。
新农合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水平不断提

高，人均筹资标准从５６５元提高到６５０元。居民医疗保
障水平稳步提高，在全面执行市补偿意见的基础上，将

门诊支付限额从３００元提高到６００元，血透费用支付比
例维持在９０％，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住院可报医疗
费用扣除门槛费用后全部报销，五保对象门诊医疗费用

补偿不设封顶线。

卫生应急工作　制定２０１６年淮阴区卫生应急工作
要点。组织区级应急知识培训２次，受训人次 ３００余
人。参与市政府组织的地震应急演练；组织区级中东呼

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桌面演练，参演人员１００余人。在全
区开展卫生应急志愿者招募工作，共招募１２０名，同时
修订《淮阴区卫生应急志愿者队伍管理办法》。结合

１２３２０，在全区开展卫生应急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机
关、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六进活动。修订《淮安市

淮阴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淮阴区突发公共

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完成大型活动医疗保

障９次，其中国家级 １次，省级 ２次，市级 １次，区级
５次，报１２３２０卫生应急宣传信息４篇。

（王雨云）

涟水县

卫生改革　召开健康涟水建设工作会议，巩固公立
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改革成效，全面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对县医院因整体搬迁

形成的建设性负债，出台化债政策，由县政府安排资金，

县人民医院办理偿还手续，２０１６年安排资金 ５０５０万
元。贯彻落实省六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执行绩效工资

上浮有关规定，强化考核，奖优罚劣，调动医务人员积极

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年发放业务骨干、贡献突出等

人员上浮绩效５７０多万元。
基层卫生　２０１６年，全县参合人口８２１３０６人，人

·５９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均筹资标准达到５６５元，其中：农民个人１４０元，各级财
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４２５元，筹资总额４．６亿
元。全县共补偿４０２万人次，补偿金额４．５亿元，其中
享受万元以上大额补偿的共８０２７人。农村大病保险
共补偿２８４５人次，补偿金额１４１７万元。乡村医疗卫
生机构门诊报销比例平均达５０％，县乡住院补偿比分
别达７０％和８５％。保滩镇卫生院创建成“国家群众满
意的乡镇卫生院”，唐集中心卫生院创建成“省示范乡

镇卫生院”，东胡集镇渠东村卫生室创建成“省示范村

卫生室”。开展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共建立团

队１２６个，签约８．１万户、服务２９．１万人，约占常住人
口３５％，重点人群签约率２２％。

疾病预防控制　免费为广大居民提供１２类４５项
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７８．９万份，建
档率为９３．２％，完成儿童一类苗免费接种２１．６万多人
次，规范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人９万余人，
印发各种健康教育资料４１万多份；全年报告乙类传染
病８８０例，Ｈ７Ｎ９禽流感等重点传染病得到有效应对，县
疾控中心科学处置一起输入性血吸虫感染疫情；对全县

１１．７万名６０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健康检查，对２４０家
农村水厂实现监督监测全覆盖。涟城、高沟、岔庙、保

滩、红窑五个乡镇顺利通过淮安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

规范化乡镇考核验收。

爱国卫生 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下，各部门通力

合作、群策群力，一举创成省级卫生县城。高沟镇建成

国家级卫生镇、保滩镇建成省级卫生镇，唐集镇和陈师

镇建成市级卫生镇，此外还建成省级卫生村８个，市级
卫生村５个，省级健康社区１个，省级健康单位２个。

医政管理　成立１３个医疗质量管理质控中心，加
强对全县医疗质量与安全的指导。在７个医疗单位成
立急救技能培训基地，举办涟水县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急

救技能竞赛活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医疗急救能力。定

期对各医疗机构进行考核，做出评价，制定持续改进措

施并监督落实。规范管理临床用药，实行抗菌药物分级

管理制度常态化管理。继续实施医护质量培优工程，开

展“三好一满意”、平安医院创建和优质护理示范工程

活动；实现医疗责任保险全覆盖，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

置机制，最大限度缓解医患矛盾。

医联体建设　县人民医院与南京中大医院开展医
疗合作、与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组建医联体，县中医院

加入“南京都市圈中医医院合作发展联合体”，与江苏

省中医院、淮安市中医院建成协作医院，县第三人民医

院与南京鼓楼医院开展护理工作对口协作并和淮安市

第一人民医院组建医联体，红窑、梁岔、五港等３个中心
卫生院与解放军第８２医院开展合作。唐集中心卫生
院、朱码卫生院、县经济开发新区卫生院分别和县人民

医院、县中医院、县第三人民医院组建医联体，由县级医

院派驻专家坐诊、会诊，通过纵向联合，提升基层服务

能力。

妇幼健康服务　全县共有３９所医疗卫生机构从事
妇幼保健技术服务，其中有１４所医疗保健机构取得助

产技术执业资质，１５２名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全
部持证上岗。管理孕产妇１０１６３人，为其建立《孕产妇
保健手册》；管理０～６岁儿童６９９７３人；完成新生儿疾
病筛查１１６９５人，儿童听力筛查１１２８１例。发放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５３８９人，补助金额２６９．４５万元。
孕前和孕早期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１０６８４人。３５～６４岁农村妇女乳腺癌、宫颈癌免费检查
２５２６５人。

中医药管理　启动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建设工作，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开展中医药工作

示范单位、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创建活动，县中医院

的肛肠科被评为第二批江苏省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

专科建设项目，保滩、黄营等６家乡镇卫生院建成中医
馆，并顺利通过市考评验收；开展中医文化推广工作，开

展“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１６
场次；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发挥中医药在健康养

老、养生保健服务中的特色优势，积极推动医养结合政

策落地生根。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
动，共查处非法行医９起，对５家医疗机构进行不良行
为记分管理；完成各类公共场所单位卫生监督检查１万
多户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１８０份；开展学校卫生专
项检查，共检查学校２６１户次，下达监督意见书６１份；
定期对全县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监督检查，下达整改意

见２２１份。共办理全面两孩生育登记１４７３８例，其中
二孩１０４６６例；依法审批再生育一个孩子２６６例。

基本建设　建筑面积３．２万平方米的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项目和建筑面积８．１８万平方米的滨河新城“医
养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位于高沟
的“医疗副中心”项目，正在集中力量、有序推进。通过

招商引资，与英国信诺集团、市一院合作，兴办信诺涟水

医院，盘活县医院旧址存量资源。投入资金１０００多万
元，对徐集卫生院、大东卫生院、东胡集卫生院及１０个
村卫生室进行建设改造，新建房屋面积２２００平方米。
投入２００多万元，新建成集卫生院防保所和朱码卫生
院、石湖卫生院等６个单位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县人
民医院投入３０００余万元、县中医院投入４００万元用于
设备购置，争取省卫计委投入２８０万元对南集、徐集、牌
坊三个卫生院设备进行提档升级。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６年未，全县常住人口８４．８万人，
户籍人口１１５．３８万人，家庭户总数２９．９２万户，平均每
户３．８６人，１００岁及以上老人７１人，６０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２１．３９万人，占户籍人口 １８．５４％。全年出生
１２４６６人，全年死亡６３１４人，人口出生率１０．８‰，人口
死亡率５．４７‰，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５．３３‰，出生人口性
别比１０８．９９。全县流动人口１８．９４万人，全部建档规范
化管理。当年，涟水县被省卫生计生委命名为“人口协

调发展创建工作先进县”。

纪检监察　采取“三警一线”教育、“一把手”讲党
课等多种形式的党风廉政建设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全系

统干部职工强化廉洁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开展

·６９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小五长”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村级合作医

疗专项整顿、公款违规吃喝专项整治、高值医用耗材专

项治理，使工作人员的能力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得到进一步强化。正确运用执纪监督“四种形态”，坚

持“抓早抓小”“抓常抓长”。全年立案调查处理８人，
问责、约谈、函询１００余人，印发作风建设通报７期。

（周树东　查宝华）

洪泽区

综合医改　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规范运作，履行政
府办医职能，印发了《洪泽区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

施意见》和《洪泽区２０１６年深化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及
分工》等文件，出台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建立

以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数量、群众满意度和成本控

制为核心的区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行公立

医院第三方绩效考核。区人民医院消化科被确认为淮

安市市级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与中国医院协会疾病与健

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合作，成为全国首家县级健康管理示

范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与省妇幼保健院签订妇幼健康

联合体合作协议，成为“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妇幼健康联

合体”单位。区人民医院与市第一人民医院实行管理

同质化，医疗同步化，聘任市一院神级内科、妇产科、病

理科专家为科室负责人，负责科室管理、业务发展、团队

建设；普外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１６个专科４８名高级
职称专家团队定期在区医院开展门诊、手术、查房，不断

推出新项目新技术。组织召开区域医疗集团建设工作

会议，印发洪泽区域医疗集团对口帮扶实施方案，区人

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分别与１２个镇（街道）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协议，组建区域医疗集

团。从区直医疗单位选派１２名业务骨干到镇（街道）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职业务副院长（副主

任），定期开展坐诊、查房、培训工作，加大对基层医疗

的帮扶力度。区妇幼保健院与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

心建立远程会诊平台，为本地患者实施 “面对面”远程

会诊。区人民医院运用“互联网 ＋模式”，与市一院专
线连接，基本实现对洪泽患者医学影像、检验结果市一

院专家实时远程诊断指导。上线门诊叫号系统、检验、

影像、彩超叫号系统。

基层卫生　制订《洪泽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
意见》。在１２个镇全部开展重点人群个性化签约，全年
公共卫生签约３０７２１６人，公共卫生签约率９１％。重点
人群个性化签约１９０２８人，签约率２０％。全区建立３５
个健康管理团队，已开展活动９２７次。按政策组织好新
农合筹资工作，新农合参合人数２２８９６８人，参保率达
１００％，全年共筹资１２９３６．６９万元，筹资标准每人５６５
元，其中个人筹资标准每人１４０元（２０１５年１１０元），省
财政补助标准每人１７０元，区财政补助标准每人２５５元
（由２０１５年省、县财政补助３８０元提高到２０１６年４２５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省级考核。

计划生育　积极稳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不断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全区共出生２７６９人，比上年同期多出
生６１４人，二孩及以上共出生１４０９人，比上年同期多
出生 ６１５人。全年共奖扶 １９５４９人，发放奖扶资金
１６０１．７７万元，将年满６０周岁以上失能、不入养老机构
养老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成员生活照料补贴６１．９万元
和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成员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对象等系列保险费 ２２．８５万元纳入 ２０１７年区财政
预算。

公共卫生　爱国卫生工作保持先进，牵头创建国家
卫生县城并通过国家考核。区人民医院启动异地新建，

区中医院全面启动了健康管理中心项目建设，并开始运

营。完成淮河流域实施食管癌早诊早治项目和“两癌”

筛查项目。食管癌早诊早治项目筛查１０２９１人，食管
和胃粘膜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１５例，鳞（腺）癌１７
例，癌症检出率１．６％。“两癌”筛查２５９１４人，查出癌
前病变１１４例，宫颈癌７例，乳腺癌３例。组织开展应
急工作“六进”活动，宣传群众应急自救互救知识。区

卫计委选派５名选手参加全市首届公众自救互救知识
与技能竞赛，获得团体三等奖。开展卫生计生监督执法

全程记录试点工作。区消除疟疾工作通过省卫计委达

标考核。

党建行风　深入开展“三学三增”、“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和家风家训故事会、演讲会、座谈会等活动，

落实“金堤永固”五德深化行动。加强五项重点权力管

理，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各项制度，全年委属单位“三

重一大”事项备案１７５件，审批７１件，否决７件，否决不
合理支出４７．０８万元。对１４名违反工作纪律和廉洁纪
律，造成负面影响的干部在全系统通报曝光，对２名管
理失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予以诫勉谈话追责处理。对违

反纪律的７名党员干部给予党政纪处分，其中院长（小
五长）违纪问题４人，追缴违纪资金１０．３９万元，积极协
助区纪委有关室办理案件３件，党政纪处分３人。受理
各信访２３７件，其中求决类４１件，控告类２件，回复满
意率１００％。

其他工作　整合卫生计生资源，优化整合妇幼保健
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妇幼保健机构。以区政府名

义出台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的

实施意见，完成区妇幼保健院与区计生指导站、镇卫生

院、镇计生服务站资源初步整合、机构融合。做好卫校

与职业中专学校的整合，落实人员安置工作。调整人才

岗位设置。对多年不变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岗位重新设置工作，对专业技术岗位中的高、

中、初级职称岗位设置比例１∶３∶６调整为１．５∶５∶３５，将
使高级卫技专业岗位增加２７人，中级卫技专业岗位增
加３９人，调动卫计人才的工作积极性。投入１７万余元
建设共和卫生院中医馆。完成２０１６年度农村订单定向
医学生免费培养大学生协议签订工作。

（朱正洲）

·７９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盱眙县

综合医改　出台《盱眙县“十三五”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规划》《盱眙县“十三五”医疗服务体系规划》《盱

眙县“十三五”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县人民医院出台

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成立盱眙县人民医院

理事会、监事会，探索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

出台县域医联体实施方案及医联体章程，县人民医院全

面托管管镇中心卫生院和黄花塘卫生院，业务收入明显

增长。推出１０个服务包，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２３０２０
人。控制医疗费用，门急诊、住院均次医药费用增幅不

超过５％。推进分级诊疗，县域内就诊率９０％。建立盱
眙县影像、检验、病理、消毒供应和教育培训五大中心。

农村卫生　２０１６年，全县医院（卫生院）总收入
１０６８９８．３万元，其中医疗收入８６２１４万元，总诊疗量
３５５７０２３人次、总出院量 １０４９３４人次、手术总台次
２６４１６台、全县药占比３８．４５％、门诊次均费用２３８．３８
元、住院次均费用７０９１．６６元（乡镇卫生院门诊次均费
用６１．２５元、住院次均费用２７２５元）。２０１６年全县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为５４４５０３人（不含当年度新
生儿），参合率１００％。按人均５６５元标准共筹集资金
３０７６４．４２万元。共为参合农民报销 ２８４９９．５３万元，
住院补偿７８１２５人次，补偿２５７２４．９４万元（含特殊病
种）。县内意外伤害实时结报率９０％。县精神康复医
院及县医院新区投入使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１００００平方米改造项目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投资５亿元的恒康肿瘤医院正在进行房屋征收，金陵饭
店集团投资的铁山寺护理院预计１０月份投入使用。创
成“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１家、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１
家、省示范村卫生室５个。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县累计登记腹泻患者３１４７
例，送检１４２７例，送检率为４５．３４％，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工作，共主动监测１２６７４０
例，其中发热呼吸道病例数 ６８０例，为就诊总数的
０５４％。发热肺炎病例２８例，为就诊总数的０．０２２％。
无初步诊断ＳＡＲＳ预警病例，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新登记结核患者２５８例，其中涂阳患者８４例，涂阴患者
１５７例，结核性胸膜炎患者 １７例，完成目标任务
７８２％；涂阳病人治愈率９７．２％（１０４／１０７）、涂阴患者
完成疗程率９９．６％（２４４／２４５）；结核病网络追踪登记患
者到位率９７．３％（１４５／１４９）；转诊率９９．４％（１５８／１５９）。
做好重点人群项目服务工作。全县共完成摸底排查６５
岁以上老人 ６３５７１人，完成体检 ４７０５１人，体检率
７４０１％；管理高血压患者档案 ７２５４２人，管理率
５５１５％；糖尿病患者档案２０６２６人，管理率４０．７４％。
录入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３０７３人，在管患者２７５９
人，全县各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开诊率１００％，各苗接种
率均９９．０％。建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１７个，数字化
率８０％。全县确诊上报３例疟疾病例，均为境外输入
病例。开展钉螺分布监测，共落框３０４个，调查２６６００

平方米面积，未发现钉螺。开展水体监测，全部完成监

测任务。完成８５家公共场所的检测，１０家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２４家企业的职工健康体检，共体检
１２９１人次。完成４０份食品污染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
２０份食品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及２４９例食源性疾
病病例信息的上报审核工作，报告疑似食源性异常病

例／异常健康事件６例，均为食用小龙虾引起的横纹肌
溶解综合征。完成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９２３例，检
出患者１０例，患者检出率１．０８％，早期病例８例，早诊率
为８０．００％；随访８０例，随访率９０．４３％（８５／９４）；９例得
到有效及时治疗，治疗率９０．００％。完成普通人群糖尿
病筛检１３３９人，发现７６例血糖异常者，检出率５．６７％。

卫生监督　开展打击非法制售和使用注射用透明
质酸钠专项行动。共检查美容机构６６家，出动执法人
员１４８人（次）、执法车辆６６台（次），未发现非法制售
和使用注射用透明质酸钠行为。开展二类疫苗预防接

种单位专项监督检查。对全县２２家第二类疫苗接种单
位进行监督检查，下达监督意见书２２份；共出动卫生监
督员６０余人次，车辆１０台次。对第二类疫苗接种单位
２０１５年以来所有涉及第二类疫苗的购进、分发、供应、
使用的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开展全县口腔医院

（门诊部、诊所）专项监督检查。共检查有口腔门诊的

医院１３户，口腔诊所２户，查处无证口腔诊所１０户，立
案处罚无证行医９户。开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完成对对全县２６户开展放射诊
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下达监督意见书２６份。
开展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暨春雷行动。

县所和各乡镇分所共完成对１７６户非法行医户的回查，
发现非法行医线索２８条，取缔涉嫌非法行医１６户，立
案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１３件，没收药品、器械２８（箱）件，
没收违法所得５００元，罚款共计人民币４．２万元。涉嫌
非法行医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１件。开展医疗机构传
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作。对全县３２家试
点医疗机构进行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开展

２０１６年春季盱眙县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共检查全
县学校１０７所。开展游泳场所“舒泳”专项整治。立案
处理一家游泳场所经营单位。开展五小行业“提优”专

项整治。对２６个公共场所经营单位进行卫生监督抽
检，发现沐浴场所和美容美发场所各有１家毛巾的细菌
总数指标未达到要求，游泳场所中游泳池水游离性余氯

和浸脚池水余氯的指标２家均不合格，尿素有１家不合
格，所有抽检单位甲醛、ＣＯ２、ＰＭ１０指标均符合标准。

社区卫生与妇幼保健　对２９４３３名农村妇女免费
进行“两癌”普查，任务完成率１０３．２７％ 。查出乳腺癌
５例，宫颈癌３例，宫颈癌前病变３２例，妇科疾病２５例。
全县共有４５５０名农村孕产妇享受住院分娩补助，任务
完成率１７６．３６％，共补助资金４９３．４万元；有３１２７名
孕前和孕早期农村妇女补服叶酸，任务完成率 ９８．３３
％；免费婚检准夫妻９５６１对，婚检率９８％，查出各类疾
病６８３人，其中男性１９４人，女性４８９人。做好孕产妇
系统管理，截至１１月底共建孕产妇妇保建卡３０４张，建

·８９２·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卡率９８％，产后访视６６７人次，产后访视１００％，
卫生应急　对县乡村卫生人员开展应急知识培训，

共举办培训班四期，培训人员１５０余人次，联合红十字
会在各乡镇分片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培训８００余人。参
加全省防空警报统一试鸣现场演练，模拟天然气泄漏致

人冻伤和窒息的应急处置。参与省国防工办组织的全

省民爆行业突发事件应急演练。选拔５名基层医务人
员进行封闭式训练，参加全市急救技能竞赛，盱眙获团

体三等奖和一名个人三等奖。县疾控中心开展“霍乱

疫情桌面推演”；县医院在水库边进行溺水救治应急实

战演练，在城区各学校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与展示；

组织群体性食物中毒应急救治演练、肺栓塞应急演练、

急救多发创伤应急演练。成功处置墨香苑幼儿园大

１班１４名儿童聚集性病例事件和仇集中学甲型 Ｈ３型
流感暴发疫情。

爱国卫生　全年完成改厕３００１座，枯水期生活饮
用水监测工作覆盖率１００％。开展集中宣传２场次，健
康巡讲２３场次。对全县所有农村水厂出厂水、末梢水
进行了枯水期、丰水期采样，检测项目４２项，监测覆盖
率１００％，各项检测数据已分析汇总并网络直报。建立
农村生活饮用水基本档案，加强６３个省级监测点、１０
个分散式供水监测点的监测工作，监测覆盖率１００％；
完成城区市政供水的出厂水、末梢水、二次供水水质的

常规指标检测。文广新局等相关部门先后投入５０余万
元用于省、市健康单位、健康社区、健康村、健康家庭等

建设，已全部通过省市考核。开展美容机构、学校饮用

水抽检、餐饮集中消毒服务单位、非法行医等专项督查

整治活动，行政处罚６家，取缔１６户，立案１３件，罚款
４．２万元，下发监督整改意见书２８份。

医学科技与教育　举办两期中层以上干部素质提
升培训班。先后组织１０００多人次基层医生参加急救
知识、实用技能、合理用药等各类培训。积极引进、开展

新技术和新项目，努力培养理论研究和实操技术“双

强”型人才，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９５篇，其
中核心期刊７０篇。县中医院脑病科被评为省中医重点
专科，县人民医院骨科，中医院脾胃病科、内分泌科等被

评为市级临床重点专科，两个基层卫生院科室被评为市

级特色科室。评选１０个县级临床重点专科、１０个乡镇
特色科室，隆重表彰“十佳医生、十佳护士”。

计划生育管理　全县出生总数８２１５人，一孩４１５４
人，二孩３８５９人，二孩率４６．９８％，性别比１０３．８５，政策
符合率９９．２５％。政策兑现率１００％。开展“生育登记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散快优）”行动，全年发放《生育服务证明》
７６０５份。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３６３７对。将流
动人口均等化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范畴。兑付农村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 １０１０．１万元；对新增的
４８７名改制企业退休职工和７２名年满６０周岁的城镇
居民非从业人员，按一次性奖励２４００元标准兑付奖励
金１３４．１６万元；拨付财政资金２６４万元，兑现１～１４周
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按“２０元保单 ＋４０元现金”方
式进行奖励扶助，惠及独生子女家庭２．２万户４．４万

人。在干部提拔、代表资格审核、评先评优等各类活动

中共一票否决１０５人。将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违法
生育对象信息录入征信系统，全年共发放失信警示通知

书１４３份，有５１人主动缴纳社会抚养费并签订分期还
款协议书。扎实推进健康·幸福家庭创建活动，３８户
幸福家庭受到市表彰。２０１６年，再次被省政府表彰为
“十二五”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

人口健康信息化　按照省定四级标准对健康信息
平台进行升级，实现与辖区内医疗、公卫和基层机构联

通并实现与省、市平台对接。增加家庭医生签约管理系

统，实现对签约人群的管理与统计。完成全县基层医疗

机构系统升级，全县２０家基层卫生院与妇幼保健院使
用统一的基层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利用平台双向转诊功

能实现分级诊疗。两家县级医院均实现了与挂号网的

对接，县中医院开通网上预约公众号并实施网上支付功

能，天泉湖镇卫生院正试点使用移动随访系统。盱眙县

二院与“互联网 ＋中医”网络平台合作，实现全国名中
医专家远程会诊。盱眙县人民医院与１９家基层卫生院
建立了远程医疗会诊系统。

中医药　改制后的县中医院坚持中医特色，扩大中
医综合治疗区，大力开展中医临床路径试点和“治未

病”服务，开设“膏方节”。全县所有乡镇卫生院能够提

供１０项以上中医药技术服务，９０％的村卫生室能够提
供５项以上中医药技术服务。县二院与“互联网 ＋中
医”网络平台合作，实现淮安市首家互联网全国名中医

专家远程会诊。基层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已有

５个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通过省绩效考核。新建穆店
中医馆，规划建设官滩、淮河两个中医馆。

党风廉政　与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委中层以上
干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承诺书，将行风建设工作与业务

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开展药品器械回扣专项治

理行动巡查活动，全年约谈卫生单位班子成员、科室负责

人等１９０余人，主动上交红包５．６８万元。开展“小五长”
专项治理工作，共排查４１个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做好
“两为”专项整治工作，不断加强全系统作风建设，全年

共问责、通报２５人，县卫计委再获十佳全县优秀执法部
门，卫计委党委被淮安市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胡茂新）

金湖县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开展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
试点，出台《金湖县副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工

作指导意见》《金湖县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

工作实施方法（试行）》，在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两所

公立医院开展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工作，探索建设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县人民医院积极开展创建三级专科

医院，落实新标准、新要求，强化管理，提升综合服务能

力；县中医院积极加入以市中医院为首的纵向医疗联合

体，突出加强中医药特色，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９９２·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与上级医院结对攀亲，提升县内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县

人民医院依托省人民医院技术支持，全面开展三级康复

专科医院创建工作。县中医院耳鼻喉科被评为全省中

医临床重点专科，脾胃病科又分别被确定为市级临床重

点志科建设单位。成立银涂镇卫生院，并由县人民医院

托管。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资源，成立妇幼保健和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聚焦

老年人、孕产妇、儿童、低保户、残疾人、计生特殊家庭等

重点服务对象进行签约，设计形成了１１个签约服务包，
全县累计签约４．１４万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２．２５６万
人，签约率４２．７３％。其中低保户、残疾人、计生特殊家
庭等服务对象全部免费签约、免费服务。结合智慧城市

建设，计划投资１．２亿元，实施智慧医疗项目，内容包括
实现预约诊疗、分级诊疗、远程诊疗、健康大数据分析

等，已经通过论证、招标，正组织实施。与江苏医龙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在县开发区投资新办医养

一体化项目，总投资１．２亿元，一期以妇产儿童专科医
院为主，拟设床位１８０张，投资８０００万元；二期以健康
养老项目为主，拟设床位２００张，投资４０００万元。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整合卫生计生资源，积极做好
二孩生育高峰的应对工作，深化生育关怀行动，确保全

面两孩政策的稳步实施，二孩住院分娩率达到１００％。
全面落实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及时办理生育登记，１—１２
月份，全县已登记 ３３０８对，其中一孩 １６２５人、二孩
１６８３人。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扩大计划生育
系列保险，扎实开展幸福家庭创建，积极探索特殊困难

家庭养老帮扶工作模式，顺利通过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先进县评估。

基层卫生　塔集中心卫生院顺利通过省示范化卫
生院的评审验收，戴楼镇衡阳村卫生室、闵桥镇施尖村

卫生室、塔集镇夹沟卫生室通过省级化村卫生室验收。

全县累计已建成１３个省级示范村卫生室，２个国家级
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２个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制
定金湖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绩效考核办法，

实现目标责任与绩效考核双挂钩，考核结果与其收入，

职务任免挂钩。充分利用县中医院加入南京都市圈中

医药发展联合体和加入淮安市中医院医疗集团的优势，

全面推动中医药工作提档升级。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推

广应用进一步普及，县、镇、村三级中医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２０１６年，全县参合人口 ２１．８６万人，实现应保尽
保，并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人均筹资标准从４９０元提
高到５６５元，其中个人筹资 １４０元。统筹基金总额
１２５８亿元，其中：省３９４５万元、市县补５５７４．６３万元，
个人筹资３０６０．６万元。调整完善《金湖县２０１６年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管理办法》，保证新农合有效运

行，让参合农民得实惠。

民生服务　建成健康主题公园、健康广场、健康教
育园、健康教育一条街、健康小屋各１个，建设健康步道
１公里，建成２个省级卫生镇、９个省级卫生村、１３个市
级卫生村。１２大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
实施，并实现城乡全覆盖，人均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５０
元。全年免费为农村妇女进行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

２０２６２万人，超任务２６２人。连续６年为全县６０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进行１０项健康体检，全县实际体检５．１６
万人，体检率９５．１２％，建档率９５％。全年进行食管癌
筛查１８２０人，发现患者１３人，均及时安排进行治疗。

卫生计生行风建设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全系统涌现出省、市、县“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６０
人次，其中，当年有２人被推荐为“中国好人”候选人，
１人被评为全省先进工作者，１人被评为全省百名医德
之星。县委县政府还首次命名表彰了 ２０名“十佳医
生”和“十佳护士”。围绕党要管党，认真落实党委主体

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加强勤廉教育、医德医风教育，做

到教育为主、挺纪在前，规范管理，加强监督，严肃执纪

问责，查处问责 ８１人次，并立案处理 １人、降职处理
１人。巩固“无红包医院”创建成果，扎实开展“作风建
设年”，专项检查全县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

管理。严肃医德考评制度，严格执行《处方管理办法》

和《关于控制大处方、高价药的暂行规定》。全年共受

理来信来访和１２３４５工单等各类来信来访２５６件，办结
反馈率１００％，满意率９９％；办理信访件７件，发放信访
权益保障卡人２人；阳光信访系统录入５条；成功化解
积案１件、疑难信访３件、医疗纠纷５件。

（高文玉　邱进行）

·００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盐　城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计生机构（个） ３２３３ －９ －０．２８ 卫生人员（人） ４９６５５ ４１ ０．０８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个）

３１１ ４ １．３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３９４７２ －２２ －０．０６

床位（张） ３８６６３ １４９４ ４．０２ 乡村医生（人） ３３５９ －３０８ －８．４
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床位（张）

３７９８２ １５３６ ４．２１ 个体诊所开业人员（人） ３４９ １６ ４．８

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张）

５．２５ ０．２１ ４．１７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

人员（人）
５．４６ ０ ０

常

住

人

口

总数（万人） ７２３．５
出生率（‰） １１．０２
死亡率（‰） ６．０３
自然增长率（‰） ４．４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４１８６．７
门诊人次（万） ３８７８．８５
急诊人次（万） ２１１．４２
住院总人次（万） １０７．２６

卫

生

费

用

（政

府

办）

医疗卫生经费（万元） ２６０６２３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８３７９００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７０１４１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４０．４４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６８５４．２２

　　一、卫生改革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等国家、省领导来盐视察调

研综合医改试点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市委、市政府出

台《深化医改综合试点加快健康盐城建设的实施意

见》，召开全市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推进会，深化公立医

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市区公立医院药占比由２０１５年
的４０．７％下降到３７％。探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出台
《市直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

实行绩效考核结果与单位绩效和班子成员薪酬挂钩。

全市参合人口 ５６８．８３万人，参合率 １００％，人均筹资
５５６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４３０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补偿比７５．５２％。按人均２５～３０元标准筹集大病医
疗保险资金１．２７亿元，２．８３万名参合群众获大病保险
补偿９２６４万元，报销比例６０．７５％，实际补偿比在新农
合基本补偿基础上再提高１１．３６个百分点。按人均５０
元标准筹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为全市７２２万居民
免费提供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民日报、中
央电视台、健康报、新华日报等国家、省、市主流媒体多次

宣传报道该市卫生计生改革发展成绩和创新举措，《江

苏医改动态》采编该市医改动态信息２５条，该市综合医
改试点工作在２０１７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作交流。

二、基层卫生

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入选“全国医改十大

创新举措”，１５５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２０４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分别占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总数的 ９５．１％和
５３．３％，个性化签约服务４１．３９万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韩启德、副省长张雷、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等来盐

调研视察给予充分肯定，国家卫计委在大丰区召开基层

卫生工作现场会，盐城市政府在会上做经验介绍。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高分通过省绩效考核，代表该市接受

现场考核的大丰区、建湖县均为优秀，优秀数占全省优

秀地区总数的１／５，为苏北、苏中唯一均获优秀的地级
市，其做法在华东地区基层卫生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

流。积极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

项目，投入５．０５亿元，完成６４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６０７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基础设
施标准化建设项目，分别占年度任务的１５２％、１３５％，
村卫生室已提前一年完成“三年行动计划”任务；１２个
乡镇卫生院被确认为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建成１２个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１个省优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７１个省示范村卫生室，数量列全省第一；东台
市两名基层卫技人员获全省基层卫生岗位技能竞赛

“社区护理”项目第一名、“农村全科医疗”项目第三名，

均被授予一等奖；东台市、大丰区、滨海县的基层机构信

息化覆盖到所有村卫生室。

三、疾病预防与控制

启动１４个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项目，推进艾滋

·１０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病定点医院抗病毒治疗。全市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

率９８．８０／１０万，大丰区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响水县
实现有效控制肠道线虫病目标。实施免疫规划项目，建

成数字化门诊１１５个，建成率７１．８８％，率先在全省开
展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充保险试点工作。开

展“最美接种医生”评选活动，射阳徐彦梅被评为全国

最美接种医生，盐都刘玉敏被评为省优秀接种医生。严

重精神障碍报告患病率、规范管理率均达省指标要求。

四、综合监督

市、县（市、区）全面完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中心

建设，食源性疾病哨点医院扩大到全市二级以上综合性

医院，审核上报监测病例３３１０份，上报率１００％。开展
市政水厂和二次供水设施的监督检查，监督覆盖率、建

档率１００％，定期在报纸网站公示水质结果。新建成公
共场所示范单位３０家，公共场所监督覆盖率、量化分级
管理率均１００％。对５７家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传染病防
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合格单位５２家。开展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全市立案查处非法行医 ２６９起。开展
“放心就医工程”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２１８６家次，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３９家医疗机构进行
立案查处。积极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卫生许可、卫生处

罚信息“双公示”网上公示率１００％。１件案例入选国
家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优秀典型案例；在省卫生行政许可

案卷评查中，１件案卷被评为“十佳”案卷，１件案卷获
省一等奖、１件案卷获省二等奖。

五、医政管理

组织对全市４１所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病历、处方和
医疗服务等专项检查，通报存在问题，落实整改措施；组

织全市医、护“三基”培训和抽考，组织市区依法执业检

查清理，对市区８９家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医疗技术准
入、医疗广告等进行检查，现场下发整改意见书１２份，
清理违规变相承包科室４个。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全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和双向转诊服务，上转病例

４１３６０人，下转病例７５１５人。市急救中心获华东地区
院前急救技能大赛优胜奖。市三院被确认为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市四院被确认为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新建成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４个，重点专科建设单位２个。强化
血液管理，核酸检测覆盖率１００％，临床用血占无偿献
血比例继续保持１００％，盐城市连续第五届获得“全国
无偿献血先进城市”。推进平安创建工作，新成立医患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市二院、建湖县人民医院通过省

平安医院创建考评。组织对口支援工作，调配１６支医疗
队５５名专家，援助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全民健康体检工
程，累计协助体检当地群众 ６０５４５人，捐赠设备折合
６７１万元。组织第九批援疆 ４名专业技术人才赴疆
工作。

六、科技教育

出台《盐城市省级以上重点专科考核奖励暂行办

法》，对省级以上重点专科综合评价达标的，市财政给

予专门奖励。举办全市医学重点人才高级研修班，新引

进硕博人才 １５７人，３４名外聘医学专家列入盐城市

“５１５”领军人才资助对象，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引进１名
副教授担任市中医院挂职科教副院长，从南京鼓楼医院

引进一名博士担任市一院心内科负责人。主动对接北

京、上海、南京盐城籍医学专家，借助外力，提升医技水

平，市区８所医院已建成名院名医工作室１５个，建湖、
东台、阜宁、滨海等地相继成立２９个名医工作室，让盐
阜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大城市医学专家的优质服

务。年内列入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个，获
省科研立项１个、新技术引进奖６个，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１项。培养遴选２００名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完
成３６０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招录任务

七、中医工作

开展大型中医医院巡查，对１２０所机构中药饮片管
理进行专项督查，举办全市中药知识技能全员培训和竞

赛活动，年内新增７个省级重点专科，１１个省基层中医
特色专科建设项目，建成１个国家、２个省名老中医传
承工作室。扎实推进基层中医馆建设，９７家基层机构
建成达标。盐都区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复评，亭湖区建成省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八、妇幼健康服务

联合盐城市编办在全省率先出台《盐城市优化整

合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实施意见》，全面

完成市、县、乡三级资源整合工作。建成省级基层医疗

机构妇幼健康规范化门诊４６家，完成１２２家爱婴医院
复核、合格率９６％。建成省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
县２个，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１个。印发
《关于加强全市高危孕产妇新生儿管理服务和临床救

治的意见》，建成１个省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市
妇幼保健院）、１个省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设单
位（市一院）。全市共完成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

３８３万人，农村妇女叶酸补服４．０８万人，“两癌”筛查
１８．８１万人，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７．８３万人，任务完
成率１０６．６％，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阻断项目
检测率１００％。全市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出生
缺陷发生率分别４．８６／１０万、２．８８‰和２．９‰。

九、爱国卫生

阜宁、射阳县城和南阳镇、西团镇、尚庄镇、楼王镇、

郭猛镇、黄沙港镇、冈西镇 ７个镇通过国家卫生县城
（镇）考核，建湖县还通过了省卫生县城复审，三仓镇、

溱东镇、梁垛镇、大桥镇、小海镇、刘庄镇、白驹镇、草堰

镇、恒济镇、陈家港镇１０个镇被命名为省卫生镇，全市
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卫生镇、省卫生镇受表彰数分别占

全省同期总数的１／３、１／４、１／４。开展健康城市试点和
健康村（社区）和健康单位创建活动。盐城市、东台市

被列为省健康城市建设试点市，建成健康主题公园１４
个、健康小屋２０个、健康一条街１１条，健康步道５０条，
通过省验收健康村（社区）１９个、健康单位２０个，亭湖
区被省命名为健康促进示范区。完成省下达８００００户
改厕任务，受到省通报表扬，东台市、阜宁县被省表彰为

农村改厕项目示范县。

·２０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十、卫生应急
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市卫生应急处置技能竞赛

活动，对表现突出的１２个先进集体和２１个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马永法获得“盐城市五一劳动奖章”。调整成

立由６５名专家组成的全市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组，
由２２４５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全市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
家库，由７类１０支１２３名队员组成的市级突发事件卫
生应急处置队伍。组织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

程，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工作，全市全年共对１２０００
多名医护人员进行了急救知识培训。２０１６年东台市被
命名为省级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市。

十一、行风建设

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和“作风建设

提升年”活动，进一步提振卫生计生干部队伍精神。１３
家医疗卫生计生单位被表彰为省文明单位，市中医院、

市城南医院被评为全省医院文化建设示范点，７人被表
彰为省“百名医德之星”，１人被表彰为省“十大医德标
兵”，２４人被表彰为省、市“优秀基层医生”；组织“寻找
最美接种医生”公益活动，全市表彰２０名“最美接种医
生”。组织公述民评活动，严格落实“九不准”规定，开

展患者满意度第三方评价，二级以上医院患者满意度

９４．２％。
十二、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出台《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的意见》，全市共受理登记６９８０５对，办理再
生育审批１３０３对。开展出生人口监测预警，加强宣传
引导，力保政策有序实施，全市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
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９９‰。出台《全市“十三五”人口计
生考核评估意见》，落实“十三五”目标管理责任制。健

全镇村两级服务管理规范，坚持计生工作“一票否决”

制度，审核把关各类表彰１６批次，５０５个先进集体、９４０
名先进个人。

十三、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全市奖扶对象累计１５．８万人；特扶对象８５５８人，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１．１６万人。全年共发放奖扶
资金１．５２亿元，特扶资金０．６５亿元，合计２．１７亿元。
全市共兑现持证退休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１．６９万人，
发放奖励金４０６３．４４万元。市级发放人口计生公益金
共计５０万元，救助计划生育困难家庭５００户。全市出
生人口性别比逐年下降并趋向正常。推进幸福家庭创

建活动，命名２个幸福家庭建设示范县（市、区）、２０个
示范镇（街道）、２００个示范村（居）、５００个示范户。大
丰区曹满进家庭被评为全国“幸福家庭”，盐城市第一

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入围“全国敬老文明号”，阜宁县

被省卫生计生委命名为全省第三批幸福家庭项目县。

十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深化流动人口“一盘棋”工作机制，依托盐城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将公安、民政、人社、教育

等１４个部门纳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建立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流入地流出

地网上核查和信息共享，建立省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

管理信息系统协作机制，流动人口协查信息反馈率

９８％。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档率８１．７３％，０～６儿童
预防接种率９９．３８％，传染病报告管理，报告率、报告及
时率均１００％。

十五、信息化建设

建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和市、县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

库建设，全市电子健康档案入库率８０％。加快市妇幼
保健远程会诊系统建设，已实现与市妇幼保健院，滨海、

射阳、大丰、东台、建湖、阜宁、响水七个县（市、区）妇幼

保健所远程会诊中心互联互通，能够开展远程会诊、远

程影像、远程检验检查、远程教学培训等远程医疗服务。

积极探索“互联网 ＋健康”模式，市一院开展移动护理
和移动查房工作，市中医院、市四院通过微信、支付宝，

提升医疗服务现代化水平。

（刘海峰）

亭　湖　区

卫生改革　“三体共建”框架快速形成，以７家乡
镇卫生院与区人民医院为主体的“市六院医疗联合

体”，以街道卫生中心为主体的“亭湖康复联合体”，以

镇街计生服务中心、区公共卫生专业机构和医院体检中

心等为主体的“亭湖健康管理联合体”，分别与新东仁

医院、千鹤湾投资公司、协和医院等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结成服务共同体。全区包括村卫生室在内的所有政府

办基层医疗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使用基本药物

５２６５万元。新农合参合人数２４．５６万人，筹资标提高
到５８０元／人，其中各级财政补助４４０元／人。享受新农
合补偿达９７．４５万人，区镇两级政策补偿比７５．０１％；
３６８２人次享受大病保险赔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
补助经费５０元，规范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等
妇幼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工作。

基础建设　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标准化建
设，毓龙、文峰中心主体均已封顶；规划建设的１５个标
准化村卫生室全部建成，提前一年完成建设任务。大洋

中心创成省首批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省示范村

卫生室８家。
科技与教育　区人民医院与中大医院建立技术合

作关系，挂牌成立“中大医院集团盐城市第六人民医

院”“中大医院泌尿中心盐城分中心”暨“陈明教授工作

站”。区医院引进研究生３人，基层医疗机构公开招聘
卫技人员１９人。成功举办全区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技能
竞赛和卫生应急演练活动，组队参加全市比赛分获团体

三等奖和团体二等奖。

医政管理　区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二甲”医院复评
审。新增永丰中医康复科、疼痛科和便仓针灸推拿３个
市级特色科室。建立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成功

承办全市中医药工作现场推进会，创成江苏省中医药工

作先进单位。

·３０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疾病预防与控制　建立疾病防控医防协作机制，积
极应对Ｈ７Ｎ９禽流感等重大疫情。认真实施免疫规划
工作，建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９个。组队参加全市卫
生应急技能竞赛活动中获得了现场竞答第一团体第二

的成绩。积极推进国家、省各类项目工作，高质量完成

国家级项目５个，省级项目６个。
妇幼卫生　整合全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资源，挂

牌成立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加强数字化妇

儿保门诊建设，建成数字化儿保门诊８家。同时，狠抓
服务管理，孕产妇保健管理率、儿童保健管理率等指标

均达标准要求，婴儿死亡率、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控
制在较低水平。

卫生监督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督查牙
科、门诊９０余户。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９６８家公
共场所实施了量化分级。圆满完成学生中高考、全球华

人羽毛球赛等重大活动期间的保障任务。

爱国卫生　全年申报省级卫生村８个、市级卫生村
７个。新建全市一流健康示范场景５个；新增１所中国
学生营养与健康示范学校和２所省健康促进（金牌）学
校；成立千鹤湾健康管理职业培训学校和新洋二实小健

康管理学校；创成江苏省健康促进区，区人民医院和五

星卫生中心创成国家级健康促进医院。

卫生行风　围绕“强党性，促医改”活动主题，开展
“健康服务进社区，补钙壮骨在基层”系列活动，面向全

区“一小一老和两病”重点人群，推出亭湖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３５３行动计划”，为签约家庭提供“１＋１＋１”的
全程医疗管家式服务。扎实开展健康扶贫和结对帮扶

工作，全区５镇贫困家庭摸底建册７００户，签约１２６户，
对新兴镇古河村等实施挂钩结对帮扶。

计划生育　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全年发放生育
服务证明５０８６份，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３９８５
对。做好一次性奖励审核及发放工作，全年１２９９人享
受一次性奖励金３１１万元。全年发放奖扶特扶金６４３
万元，奖扶 ６７０４人，特扶 ６４６人。打造连心家园“三
心”工程，推进“四养”模式，努力为“失独”家庭做好托

底服务。建立社区网格化信息采集机制，将流动人口信

息采集和服务管理纳入社区网格员工作职责。建立卫

生计生信息共享互补机制，开展流动人口个案信息比对

工作。发挥计生协会组织和志愿者作用，向流动人口送

政策、送宣传、送服务、送温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董柏林　张利民）

盐　都　区

卫生计生改革　基本药物制度进一步巩固，减轻群
众药物负担近１．５亿元。市三院推进体制机制系列改
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院长责任制，优化内部监督

管理，推出系列便民新举措。全年办理生育登记６１８７
人，照顾再生４３人，出生人数６３６４人。全区人口出生
率 ８．６７‰，自然增长率２．６‰，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

９９．８６％，被省政府表彰为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
区）。原区卫生局和人口计生委进行整合，成立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区妇幼保健所和计划生育指导站

进行整合，组建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

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总投入近
３亿元，建筑总面积近６万平方米。区一级，区公共卫
生服务中心项目主体封顶；镇一级，１个项目投入使用，
２个项目主体封顶，１个项目５层开建；村一级，村卫生
室改扩建１２９个，初步实现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目标。

医疗保障　２０１６年新农合筹资标准人均５８０元，
全市最高，参合率保持９９％以上。医药费补偿２．９２亿
元，受益人数超过２１９万人次，镇、区住院政策补偿比分
别８４％、６７％，实际补偿比分别６７％、５０％。２０１６年大
病保险赔付９２８．４４万元，惠及１０３９９人次。民政救助
对象获得医疗救助１３０１．８万元，１８．１４万人次受益。
精神病患者免费治疗１０２８１人次。一类疫苗接种异常
反应保险补偿试点工作全面推广。国家疾控局到我区

专题调研试点工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唯一的

基层单位，在全国推进会上作典型介绍。全区新建卡儿

童家长告知率、投保率分别１００％、８６．８３％，在全国试
点单位中处于领先。新添 ２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和
１个建设单位，市三院被确定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原发性不宁腿综合征脑功能网络的节律性变化研究”

项目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卫生监督工作

全年执法办案１０３件，查办非法行医案件１８起。“执法
文书电子化制作项目”入选全市优秀依法行政示范项目

提名项目。全省首家实现卫生监督信息系统与区政务服

务系统对接，为相对人提供及时、便捷、高效服务。

公共卫生　严格落实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和６类１９项
重大公共卫生项目。２０１６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经费补助标准由４０元提高到５０元。９个乡镇卫生
院妇幼健康规范化门诊通过市级验收，总数全市第一。

精神病患者管理率、规范管理率、服药率、稳定率均位居

全省前列。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农村妇女补服叶

酸、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均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新增楼王、尚庄、郭猛等３个国家卫生镇，超额完成
１２０００座改厕任务，全市率先实现农村改厕行政村全覆
盖、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标。

基层卫生　推进家庭医生契约式服务。镇、村覆盖
率分别９０％、９３．５％，完成签约８９８９１人，家庭医生契
约式服务工作水平处于全市前列。高分通过“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评验收，郭猛卫生院创成国

家群众满意卫生院，３个中医馆通过国家基层中医馆建
设项目验收，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诊疗区建设合格率

７０％。卫生信息化二期项目有序推进。电子健康档案
建设全市领先，实现与省、市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数

据交换和信息共享，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申报省四级验

收，全市唯一。

计划生育　以新一轮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创建工作为抓手，扎实抓好计划生育日常技术服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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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质量，为流动人口提供便捷的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

健康服务。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新增确认

计划生育奖扶对象１９９３人、特扶对象７１人；确认计划
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８７３人；登记区属企业持证退休职
工１３８１人、城镇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对象１１０人。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把出生人口性别比

综合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目标责任管理，

构建党政负责、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标本兼治的工作

机制。

（陈志龙）

响　水　县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县平均每千人口执业（助
理）医师２．６９人，平均每千人口床位数５．３张，平均每
千人口注册护士 ２．４４人，传染病年发病率 ８９．８２／１０
万，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６５‰，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６．４６％，
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１１０以内。在全县２０１６年度综
合绩效考核中荣获综合先进奖１个，民生幸福和社会事
业、安全环保、政务服务等３个单项奖。在全省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项目考核中获全省第一；在全省率先完成基

层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作，并在全

省妇计资源整合推进会议上作经验交流；顺利通过“省

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和“十二五人口协调发展先

进县”验收；陈家港镇被授予省卫生镇，双港镇洪南村、

黄圩镇双套村等６个村被授予省级卫生村，南河镇、小
尖镇被授予市级卫生镇。

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全县累计补偿 １２２．０３万人
次，补偿金额２．４亿元，获得万元以上补偿４０４４人次，
其中１人最高补偿２０万元。对肺癌、食道癌、儿童白血
病等２０类２５种重大疾病，提高补偿标准，符合救助条
件和救治身份的病人，在定点救治医院，结合医疗救助，

补偿标准达定额和限额标准的９０％，个人只负担定额
（或限额）标准的１０％。全县医疗救助１６６１２人次，救
助金额达２０４８．７１万元，其中重大疾病补偿救治３３６８
人次，医疗救助５４４．３２万元。按人均２０元标准为参保
群众购买新农合大病保险，全年大病保险累计赔付

２４１３人次，赔付金额达８３６．０５万元，其中个人最高赔
付１０万元。率先在盐城市启动新农合补充保险工作，
在小尖镇等６个镇区开展试点。凡是参加新农合的农
村居民，可自愿参加新农合补充保险，每人每年缴纳２０
元保费。补充保险对重大疾病患者住院再补偿５０元／
天，最高补偿９０天；对新农合２０类２５种重大疾病身故
的患者，补充保险补偿３０００元／人；对意外伤害身故或
致残的病人，补充保险最高补偿２００００元／人。新农合
补充保险共赔付２０４５人次，赔付金额１９５．９３万元，其
中最高赔付２万元。

公共卫生　实施１２大类４６项服务项目，惠及全县
５０．１９万人。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实现镇区全覆盖，基本

包签约率１００％，续约率１００％；个性包签约８５７８人，续
约率１００％。建立贴心服务基金１５０万元，引导村医每
月为群众开展个性化服务。全县建立网格１０００多个，
选聘１０００多名老党员、老村医、老教师等担任网格长，
协助村医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协助村计生专干做好

生育登记服务，形成“县主导、院负责、室重抓”的卫生

计生服务新格局。出台《响水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

效考核意见》，采取“一支队伍、现场打分、当天封存、集

中合分”的方法，逐镇逐村考核。同时创新开展村卫生

室星级评定活动，每季度评定一次，由卫生院评出１～５
星级卫生室并进行授牌，有３２家村卫生室被评为五星
级卫生室，占全县卫生室总数的２０％。完成农村改厕
任务１００００座。

基础建设　加快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按
照“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要求，实行统一设计，统一

招标，完成１４个镇区卫生院和８６个村卫生室改扩建，
均达省定标准。南河中心卫生院被评为国家级群众满

意卫生院；运河、大有卫生院被评为省级示范卫生院，小

尖沙庄、张集何圩等六个村卫生室被评为省示范卫生

室。在此基础上邀请县园林所按照打造“花园式”卫生

院要求，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目前卫生院的绿化面

积３０％。
医政管理　开展医联体建设，印发《响水县推进纵

向医疗联合体建设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医

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以县人民医院、县

中医院为龙头，联合镇区卫生院和所属村卫生室组建医

联体，支援单位结合自身学科特长，以科室为单位派出

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到基层坐诊、会诊、手术、讲座和义诊

等；到村居开展健康宣传、慢病防治、疾病预防和妇幼保

健等网格化服务工作。加强卫生院和未评定级别的民

营医院消毒供应室建设，１０家创建合格供应室，１１家委
托二甲医院消毒。

科技教育　报市科研项目３项，市新技术引进奖
４项，县人民医院骨科“暗环境下应用纯白光检查中—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瞳孔对光放射应用”获得市新技术

引进奖二等奖。确定盐城市医学重点人才１人、青年人
才３人、中医药青年人才１人。开展市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１０项、县级项目 １１项，自管项目 １０余项。申报
２０１７年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１０项、区县项目１０项、
单位自管项目１４项。我县有１个市重点学科，１０个市
级重点专科，１个重点专科建设单位，２个市创新团队。
县中医院骨伤科被评为省级基层重点专科。镇区卫生

院特色专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六套康复科、运河针刀科、

南河口腔科、小尖老年科发展步伐加快。

妇幼保健　顺利通过江苏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
范工程创建验收；加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基层融合，

启动镇、村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

作，各镇区卫生院均设立妇保门诊和儿保门诊，初步形

成“以县为龙头，镇为主体，村为基础，其他医疗卫生机

构为技术补充”的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在全市率先完成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

·５０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卫生监督　建立全县非法行医动态管理档案，加大
非法行医巡查力度。以“认识非法行医”“拒绝黑诊所”

“健康人生，远离‘游医’”为主题，开展打击非法行医宣

传活动。完善、更新全县２１７家医疗机构档案，一户一
档，建档率 １００％。共监督 １１２１户次，监督覆盖率
１００％。查处违法案件１５起，罚款３万余元。受理投诉
举报案件１７起，调查处理率１００％，及时反馈率１００％。

疾病控制　对全县辖区内所有预防接种单位进行
资格认定，根据辖区人口密度、服务半径、地理条件和医

疗卫生资源配置等情况，全县共有认定１５个预防接种
单位，２个预防接种点，１１个新生儿产房接种单位，１３
个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配备预防接种工作人员 １６８
人，免疫规划管理人员３１人，能较好地满足辖区内常规
的预防接种服务需求。

计划生育　开展全面两孩实施情况跟踪与监测。
完成全县有生育两孩意愿的育龄夫妇抽样摸底调查；建

立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和全月报制度、政策实施情况

动态分析制度、出生人口预警机制。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均等化工作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开展流动人口关怀关爱活动的通知》。全

年新增奖扶对象２０７人，特扶对象２０人，注销死亡退出
人员２１人。设立专项帮扶资金３０万元，对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进行帮扶。按照资金使用范围每年为４９周
岁以上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父母购买一次每人２００元的
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开展第二十届“母亲节暨幸

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日”活动，到张集实验小学关

爱农村困难留守儿童，与２０名农村困难留守儿童开展
亲情互动，向他们赠送了学习用品和书籍，以及到响水

镇和小尖镇６户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及贫困母亲家中看
望慰问。

（吴志忠）

滨　海　县

卫生改革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和院长负责制，构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分级

诊疗制度，构建县级医院、镇区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县镇

村一体化医疗联合体，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

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健全完善医保体系，落实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筹资稳定增长机制，稳步提高医保保障水

平；推进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广泛创建计生幸福家庭。

基础建设　完成县人民医院、县第三人民医院、县
妇幼保健院的迁建规划设计方案的招投标工作；新改扩

建６０个村卫生室，完成陈涛镇、界牌镇卫生院改造工
程；建成“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２个、省示范卫
生院２个、省示范村卫生室 ８个、省级基层特色科室
１个。

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新农合筹资标准人均５４５元，
全县参合人口１０３．１０２万人，参合率１００％，全年累计补
偿３０５．９６万人次、５６３３０．３６万元，补偿万元以上的

８７０５人。新农合住院补偿比和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分
别为７５．５２％、６６．６７％；县中医院、镇区卫生院住院费
用补偿比例分别提高至７５％、９０％；大病保险住院实际
补偿比提高１３．１１％；提取新农合结余基金５０００万元，
对２０１６年个人自负费用在５０００元以上建档立卡的低
收入人口和个人自付费用在２万元以上的大病、重病参
合患者实行二次补偿，低收入人口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

例９０％，大病、重病患者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７０％，
切实减轻大病、重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

疾病预防与控制　开展 ＡＦＰ、麻疹、乙肝等相关疾
病的监测，全县传染病发病率为９９．１６／１０万；一类疫苗
接种２０９９６４针次，二类疫苗接种４６４５９针次，疫苗接
种率９５％，及时率９０％；实施全民免费体检“四个一”工
程，１７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建立体检中心，开发应用全
民免费体检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管理系统；新建设

全长５０００米的师苑渠、高速路出口２条健身步道，对
县健康主题公园设备进行维护更新，新建７０处健康自
助检测点。

卫生监督　开展打击无证行医专项行动，实行“打
非”三级联防无缝隙监管；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实施行

政处罚５２起，执行金额２３．９５万元，《某医师未按照药
品说明书中的用法用量开具处方案》获全市卫计行政

处罚案卷第一名，被国家卫计委监督局评为卫计监督执

法优秀典型案例。

妇幼保健　全县建成急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两个
救治中心，新创妇幼健康规范门诊８个，实施妇幼保健
分级服务清单，妇幼健康服务信息全覆盖。妇幼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规范实施，宫颈癌筛查２６０１８人、乳腺
癌筛查２６２８７人；孕产妇保健管理率９９．５２％、住院分
娩率９９．９９％；免费婚检１８０２９人，婚检率９２．１７％；孕
前优生检查６３４４对，随访１０４０６人次，分娩８４９５人，
无出生缺陷。妇幼卫生“三网”监测和免费婚检等工作

显著，创成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

爱国卫生　开展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
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活动，完成农村改厕１００００
座，新创省级健康村２个、省级卫生村２个、市级卫生镇
２个。

医政管理　全县３个二级医院与上海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省人民医院等６个省内外医院紧密合
作，设立名医工作室９个；建立５个专病专科联盟，５８
名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到卫生院设立“名医工作室”；开

展病历和处方质量、院感控制和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等专

项质量控制活动１６次；组织医、护“三基”培训和抽考；
推行预约诊疗、日间手术等便民措施，全年发生医患纠

纷３１起，同比降３７．５％；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科、中
药房规范化建设，建成中医馆８个；组织中医药健康文
化科普周和中医药文化巡讲活动１４场，开展中医适宜
技术培训１５００人次；引进卫技人才６６名，其中研究生
７名，定向培养医学生３８名；选派１４名卫生院医疗骨
干和７７名村医到县级医院“务实进修”，举办各类业务
培训５２期５５８０人次。

·６０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人口计生　开展全面两孩政策宣传，调查摸底目标
人群１０．３万对夫妇，有生育意愿夫妇３．０６万对，全年
受理生育登记１．１８万户、照顾再生２２７户，出生１０２７１
人，其中两孩５３８７人，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８６％，人口
自然增长率 ５．０６‰。加强避孕药具管理，发放药具
６４６５人次，监测不良反应３６２例。强化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全县流出人口１３．８万人，纳入服务管理１３．５６万
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率９６．２２％。全面落实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全年发放扶助资金１１６７．１８万元，
惠及７６７９人；走访计生困难家庭３４１户、发放慰问金
２５万元。严厉打击“两非”行为，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７，
同比降５个点。

信息化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省四级标准验收
评估；县域远程会诊、心电、影像等五大中心基本建成并

试运行；县院与深圳金蝶医疗合作建成移动互联网医

院；县妇计所在全市妇幼保健系统率先使用孕育桥ＡＰＰ
软件；建立基层卫生记分考核管理平台、村卫生室规范

服务视频监管平台；镇区卫生院大厅设立卫生信息互动

平台，为患者提供政策咨询、健康知识宣传、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查询及满意度评价等服务；自主研发卫生信息数

据监测系统，对住院人次、次均费用、药占比等重点指标

监测分析。

行业行风　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系列讲话、强化四
个意识”“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三个怎么”等讨论活

动，举办争当“健康滨海”建设排头兵演讲比赛，评选表

彰“最美卫计人”及“医德之星”，营造向先进看齐、向标

兵学习的鲜明导向；深入开展“治痼疾、强党性、树新

风”作风建设，对执行纪律规定、重大事项决策贯彻落

实、重点工作开展等情况进行督导，组织明察暗访 ３１
次，整改问题３５个，问责１２人；深化收受“红包、回扣”
专项治理，推行无红包、无回扣三级承诺，累计调查线索

２１个，查处１３人，上缴、退还红包６２人次、３．４万元；加
大信访化解办结力度，督办交办各类信访举报９３件，群
众满意率９６．２９％。

（王翠芹）

阜　宁　县

“６·２３”风灾事件应对　“６·２３”风灾发生后，立
即启动卫生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医疗单位第一时间开放

应急救治绿色通道，按照“一伤一医护一党员”要求，全

力救治伤员，所有伤员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没有发生

一起医疗事故，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赞扬。３６０多名专业人员参加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针对有受灾镇、村，实施全方位全覆盖消毒消杀，开展健

康知识宣传，解读卫生防疫知识，灾后未发生任何疫情。

卫生改革　２月１６日，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全县
医改推进大会。年初，县人大对相关部门单位工作进行

专项评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以唯一满意率１００％
通过人大常委会评议。县人民医院集团、县中医药服务

医疗联合体先后举行揭牌仪式，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并

颁布章程。医院集团（医联体）与成员单位建立结对帮

扶工作机制，根据群众医疗需求，每周安排专家到成员

单位，针对性地开展坐诊、巡诊、查房、手术、培训等服

务，设立１４个联合门诊和病房，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积极推动基层首诊，有

效提高群众基层就诊率，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模式。投入４００万元左右，完
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级诊疗项目建设和“影像、临

检、心电、远程医疗”四大中心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县三院投入１３００万元，新建门诊
楼和病房楼；板湖、杨集等４家卫生院完成标准化建设
任务；省卫计委６００万元２０４台（件）设备扶持项目按时
配置到位，完成 １１９家村卫生室设备装备提升工程
任务。

合作医疗　适度提高门诊、住院补偿标准，年补偿
封顶线提高至２５万元。建立新农合“医讯通”监管服
务平台，对住院患者费用结算进行实时监管，全年门诊

补偿１３３．３万人次、０．４４亿元，住院补偿１０．９６万人次、
３．８４亿元；医疗救助同步结算１４．６万人次，救助金额
０．３亿元，政策补偿比７６．０５％；大病保险补偿７７５４人
次，补偿额０．２４亿元。

基层卫生　完成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村医聘用工作，以
镇区（街道、社区）为单位，对全县所有村医进行合理调

剂、双向选择，保证每个村卫生室有２名以上村医，有条
件的配备１名女村医。５月３０日，县政府在东沟镇组
织召开全县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暨群众“三满意”工作会

议。全县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覆盖所有镇区（街道）８９个
村，签约６１９３户、１３７２６人，其中个性包签约３１９０户、
３７２５人，全部纳入信息化管理。８月２４日，县政府再
次召开签约服务推进会议，组织相关人员到大丰参观学

习，借鉴外地先进做法，进一步扩大签约服务范围，提高

服务质量。东沟、羊寨２家卫生院创成“全国群众满意
的乡镇卫生院”；沟墩、罗桥２家卫生院创成“省示范乡
镇卫生院”；东沟镇北堆等８家村卫生室创成“省示范
村卫生室”。完成县镇村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资源整合工作，共对５１４２１名农村妇女进行筛查，查
出癌前高度病变３４１名，其中，宫颈癌２２名、乳腺癌１０
名；全县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４３７０对，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县未发现甲类传染病，报告乙
类传染病９５６例，报告发病率８７．９９／１０万。开展重点
人群体检工作，为５７３７２名高血压、１７１５１名糖尿病患
者实施健康检查。县疾控中心、陈集中心卫生院分别被

省卫计委评为“疾病控制工作综合先进单位”“免疫规

划（预防接种）工作先进单位”。

医政管理　落实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二级医院
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液；县人民医院为一名急性白

血病患者完成国内县级医院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重点整治以非法牙科诊所为重点的非法行医行为，

对８５个牙医服务场所进行整顿，其中，自动拆除门牌标

·７０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识并停业的有４６个，立案查处２１起，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１起；加大日常“双随机”检查力度，对非法行医案件
线索进行动态搜索，构建医疗服务市场监管长效机制；

各医疗卫生单位积极开展第一届“群众三满意”争创活

动，通过宣传发动、整改提高、总结评估三个阶段，共评

出６家群众满意医疗卫生单位、２０个群众满意医疗科
室和３０名群众满意医务工作者。

爱国卫生　创成省卫生村５个；圆满完成省下达的
１万座农村改厕任务，荣获“省农村改厕示范县”称号。

中医药　县中医院脑病科创成省中西医结合临床
重点专科；陈良、施庄２家卫生院分别创成省市“中医
特色科室”；沟墩、施庄等９家卫生院创成“市级妇幼健
康规范化门诊”；东沟、陈集等１２家卫生院创成“市级
中医药综合服务小区”。

科技教育　２０１６年共招录６９名医药类毕业生，其
中，本科生２７名、大专生４３名；全县获得市级新技术新
项目引进奖３项，市级科研项目立项２项，市级科技进
步奖１项。落实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３６
名，签约３１名。组织２０名乡镇卫生院业务骨干参加省
“务实进修”培训；组织２００余名镇村中医药人员和中
西医综合人才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组织１２５名在岗
乡村医生参加省“乡村医生急诊急救知识培训”。

卫生应急　圆满完成中高考、春节等卫生应急保障
任务，荣获全市卫生应急处置竞赛团体二等奖。

计划生育　下发《２０１６年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目标
管理责任制考核细则》，明确各镇区（街道、社区）职责

和责任，将镇区（街道、社区）符合政策生育率不达标、

出生婴儿性别等工作列为“一票否决”。到句容、海安、

扬中、大丰等地进行考察学习，借鉴外县先进做法，积极

开展“省幸福家庭建设”项目县创建工作；实施留守儿

童健康促进项目，组织芦蒲镇卫生院对芦蒲中小学留守

儿童进行健康体检。推进计划生育政务公开，落实两孩

新政，全年办理生育登记证明１０４６３份，其中一孩３４７４
份、两孩６９８９份；全年共发放奖特扶资金４８２万元、独
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资金１９０．８万元。

（郑俊勇）

射　阳　县

体系建设　投入２０７１万元，完成７５家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总建筑面积１０９６０平方米，比原计划增加
２０００多平方米，提前一年完成全县２３０家村卫生室标
准化建设任务。盘湾镇南沃村、海河镇复兴村、海通镇

射北村、洋马镇北邗村等６家村卫生室创成省示范村卫
生室。投入２４３１万元，完成合德镇卫生院、合兴医院
和新坍镇卫生院等７家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盘湾
中心卫生院、特庸镇卫生院创成国家群众满意乡镇卫生

院，长荡镇卫生院、耦耕卫生院创成省示范乡镇卫生院。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县妇保院奠基开工；新城区人民医
院完成选址用地、申报立项、总体规划等前期工作；投入

１５００万元的县三院门诊楼综合建设项目列入财政
预算。

体制改革　制订《射阳县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
体系》《射阳县医疗卫生单位领导班子年薪实施办法》，

进一步推进人事及薪酬制度改革。开发“射阳县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系统软件”，实现网上转诊１１１９人次。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分别与１０个乡镇卫生院建立医
疗联合体，开展对口支援服务，县域内就诊率、基层住院

比例明显提高。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镇、村覆盖率均

１００％，签约服务人数６６．２５万人，个性包２．２４万人，签
约率８２．８１％。建成全县卫生计生数据中心机房和专
用数据电路网络，制订《射阳县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方

案》，县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通过省三级评审

验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全县共有７９．８１万
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合率１００％，人均筹
资５４５元，筹集资金４．３５亿元。全年新农合累计补偿
４５６．７５万人次，３．９７亿元。大病保险赔付５０１１人次，
赔付资金１６０２．９４万元。最高个人补偿赔付３０万元。
新农合政策补偿比７５％。与１８家省、市定点医疗机构
签订新农合服务协议，联合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在全县开

展了“一折通”代缴参合资金工作，整合现有各类医疗

救助制度，经扩面、提标、补短，形成具有鲜明射阳特色

的医疗托底救助办法，得到了省卫计委领导的肯定并批

示推广。

医政管理　编印医政管理、医疗核心制度、院感管
理等工作手册１６５０本。召开全县医疗质量控制会议４
次，组织病历评审４次。加强护理管理人员及护理骨干
培养，组织３４人参加市基层院感护理知识培训、１７人
参加专科护士培训、１２人参加护士长岗位管理培训。
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开展３期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活动，
累计举办２４期市、县级继续教育项目。组织乡镇卫生
院务实进修１８人、基层管理人员培训６人、乡村医生合
理用药和急诊急救３２０人，医护人员“三基三严”考试
１０８人。

公共卫生服务　全县新建健康档案８４９４份，累计
建立健康档案７７．１５万份；管理高血压患者９９７４６人、
糖尿病患者２７０１４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３６７３人；完
成老年人健康体检７７１６７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体检
２９３５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率、叶酸补服率、两
癌筛查任务完成率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

检测率均１００％。
疾病控制　全年累计报告法定传染病１６种１５２８

例，其中甲类传染病无病例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１种６８５
例，累计发病率为７１．１９／１０万。做好“６．２３”龙卷风卫
生应急工作，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规范处置盐城市首

起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投入３００多万元，更新仪
器设备，完成农村饮水检测中心和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县级中心建设。淮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治项目工作扎实

开展。９个卫生院基本建成慢性病综合防控门诊。
综合监督　组织开展涉水产品、医疗废物、预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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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打击非法行医等１２次专项执法行动，督促明湖地面
水厂、合德水厂实施水质深度处理。为县城公共场所

“四小”行业免费统一配发消毒柜 ４９５台、保洁箱 ３５０
个、消毒桶１００只，公示牌７５０块，落实“两证”、公用物
品消毒、场所禁烟等创卫措施。全年立案查处卫生违法

案件６２件，罚没款１３．８万元，核发卫生许可证１１５８
件，卫生许可卷宗质量蝉联全市第一。获得省第二届

“健康卫士杯”先进单位。

卫生应急　全县共开展卫生应急培训６４次、４４００
多人次，演练３３次、４８７人次。妥善应对“６．２３”突发风
灾事件。实施了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组织群众

性培训５０余次。在盐城市卫生应急竞赛活动中，疾控、
监督各有２人分获“五一创新能手”和“卫生应急处置
岗位能手”称号。

爱国卫生　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县城创建验收，创成
国家级卫生镇１个，省级卫生村６个。完成农村卫生改
厕１万座。

计划生育　创成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
进单位。全面落实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全县登记６５７２
对，已生育６８１５人，其中一孩３３５８人、二孩３３８２人，
多孩７５人。受理特殊情形照顾再生子女１７７对。为２６
个“失独”家庭重新安排生育。印发《射阳县流动人口

均等化服务的工作意见》，对流进人员全部按要求实施

均等化服务，对流出人员，与无锡、苏州、上海等市签订

双向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完善均等化服务工作机制。完

成免费孕前优生检查４０００对，完成率１００％。奖扶发
放１５６２２人，１４２０万元；特扶发放１２４３人，７８８万元；
手术并发症发放２０３３人，２５４万元；企业持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兑现２９０４人，２３５万元。

行风建设　建立２７个医疗卫生单位１０４名班子成
员干部廉政档案。巩固“无红包医院”“无商业贿赂单

位”创建成果，扎实开展“作风建设年”“整治不作为、

提升执行力”主题教育活动，专项检查全县医疗机构高

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管理。严肃医德考评制度，严格执

行《处方管理办法》和《关于控制大处方、高价药的暂行

规定》。各医疗卫生机构累计上交或退红包回扣２０６人
次，９．０４万元。

（邹颂谦　姜家俊）

建　湖　县

公立医院改革　拓展医联体建设内涵，完善医联体
运行机制。适度扩大基层医疗机构用药目录，从省药品

招标采购二级平台目录内遴选５２个品种。启动高血
压、糖尿病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努力构建以县级医院为

龙头，公共卫生机构为支撑，基层医疗机构为网络的慢

性病分级诊疗服务体系。探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实行

绩效考核结果与单位绩效和班子成员绩效挂钩。县人

民医院实行人员备案制管理，首批招录６６名备案制管
理人员。进一步加强与省内外知名医学院校的技术合

作，县人民医院先后成立了“孙益红教授名医工作室”

“南京建湖籍医卫专家名医工作站”“江苏省人民医院

汤琪云教授名医工作室”和一批技术协作中心。该县

医联体建设的做法在华东地区基层卫生改革与发展会

议上作经验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时任省委书

记罗志军等领导先后来建湖视察调研医改工作，并给予

充分肯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全县参合人口５７．１万人，参
合率１００％，人均筹资标准５７０元。全年共有１７６．１万
人次享受了新农合结报补偿，补偿总额３．４亿元。全年
大病保险累计赔付资金１３９５．３万元。为４．３万多名
６０～６４周岁参合人员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６年，投资７．８亿元的县人民
医院城南医院１１月初投入使用；投资２亿元的县中西
医结合医院１０月底完成整体搬迁；新组建的高新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９月份投入运行。整合县人民医院妇、
产、儿科及原县妇保所、县计生指导站的人、财、物资源，

组建县妇幼保健院。完成了恒济、钟庄、草堰口３家卫
生院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全年新建、改扩建标准化村卫

生室９１所，实现标准化村卫生室全覆盖，提前一年完成
市、县下达的建设任务。

人才队伍建设　提前招聘本一及以上优秀毕业生
３８名，其中研究生１０名；常规招聘本专科医学生 １２７
名。继续开展优秀乡村医生考录进编工作，累计有２０
名乡村医生经考试进编。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

费培养工作，首批定向培养４９名基层紧缺的临床医学
和预防医学专业本、专科医学生。县人民医院有５人被
确认为２０１６年盐城市医学重点人才，６人被确认为盐
城市医学青年人才；县中医院有２人被确认为盐城市中
医药青年人才。

重点专科建设　县人民医院获省新技术引进一等
奖１项，７项技术被列为盐城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县
中医院心病科被省中医药局确认为省中医重点专科。

冈西镇卫生院中医科通过省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

专科评审。强化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事中、事后监管，县

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分别有２５项、５项二类医疗技术纳
入市级项目备案管理。

医政管理　继续完善和使用《医政管理工作手
册》，全年组织开展１５项医疗质量控制活动。１５家镇
（中心）卫生院通过康复科（室）规范化建设评审验收。

完成１１家镇（中心）卫生院中医馆建设。县人民医院
被确认为省级“平安医院”。５２名县直医疗卫生单位医
生在晋升职称前到基层服务。县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全

年受理调解医患纠纷３６起，调解成功率８８．９％。临床
用血１００％来源于无偿献血。

公共卫生服务　全面落实１２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工作，公共卫生服务接受省级绩效考核，考

核成绩位列南通、泰州、盐城三市第一名。为２．７万名
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在恒济镇完成
２０００例上消化道癌免费筛查及早诊早治项目。全县无
甲类传染病发生，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７３．７／１０万，

·９０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同比下降２７．７％。有效应对 Ｈ７Ｎ９防控、“６·２３”伤员
救治等工作。县疾控中心被评为全省免疫规划工作先

进集体。冈西、九龙口镇卫生院创建成市级慢性病综合

防控门诊。为县内符合入院指征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提供免费住院管理治疗。通过省级卫生县城复审，冈西

镇创建成国家级卫生镇，完成省下达的改厕任务。

计划生育　落实计划生育奖特扶政策，累计发放奖
扶金５９３．４万元、特扶金２３６．１万元、一次性奖励金４９８
万元、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金２４９万元、计划生育
公益金１４．８万元，共惠及近２万户计生家庭。为４７６
名符合条件的“失独”父母购买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

险。荣获 “省十二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稳妥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加强舆论引导、政策解读，制作关爱女孩

公益广告《呼唤》、关爱“失独”家庭公益广告《我们是大

家庭》，全年生育登记５７５５对，办理照顾再生育审批７４
对，全县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在恒济、宝塔镇试点实
施省留守儿童健康促进项目。推进免费技术服务工作，

建立“避孕经微”微信群，为３７２６对准备怀孕的夫妇提
供免费优生检查服务，完成不良反应监测器械报告９７１
例、相关健康问题报告６１３例。

综合执法　强化卫生监督执法，扎实开展公共场
所、饮用水卫生和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立案查处违

法案件４３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件６件，移送公安机
关２件。严肃处理政策外生育行为，立案查处１０多起
政策外生育案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５起。持续推进出
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全面落实“五项措施”，加大

“两非”打击力度，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

行风建设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邀请
县人大代表评议卫生计生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作风建

设提升年”活动。开展“传家训，树家风”征文、“廉政文

化进机关”、５·１０警示教育等系列活动，邀请县纪委
相关领导作专题辅导报告，组织６０名干部到盐城监狱
接受警示教育，在委网站开辟党风廉政建设专栏。开展

“红包”、回扣专项整治等活动。继续开展患者满意度

第三方评价工作，群众满意率９５％。
（郑　军）

东　台　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市有医疗卫生计生机构５２个，其
中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均为三级乙等医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５个，镇医疗卫生单位 １９个（中心卫生院 ７
个）；农场医院２个、民营医院１５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４个，卫生培训中心、合管办、离保办、计生指导站、计生
协会各１个。另有村卫生室３２８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３
个，市医用耗材采购中心１个（临时机构），镇级计生指
导站１４个。全市公立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现有在编职工
２６８２人，编外合同制人员 １２１２人，乡村医生９７０人。
全年出生人口７６４４人，计划生育率９９．９７％，出生人口
性别比１０６．６２，流动人口管理率９８．５％，依法管理、优

质服务和群众满意率１００％，被省政府命名为“十二五”
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

农村合作医疗　人均筹资５６０元，参合 ７１．６２万
人，参合率９９％。全年共有 ４５９．６万人次享受新农合
补偿，补偿总额 ３．５８亿元，获得万元以上补偿 ６０２２
人。个人年度补偿封顶从１５万元提高到２０万元，门诊
费用补偿比例５０％，住院患者政策性补偿比和实际补
偿比分别７６．１３％和 ５７．０８％。享受大病保险 ４０２２
人，理赔金额１７３２．２３万元，理赔万元以上５５２人。

服务体系建设　制订《东台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投入１．４５亿元，推进项目建设和提
档升级工程。市人民医院创成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完成

住院Ａ楼改造，打通东西出口；市中医院东院肿瘤中
心、医学美容中心、“治未病”中心及康复中心开诊运

行；市妇幼保健院定位二级专科医院标准，实施整体搬

迁，完成桩基工程；市三院门诊病房综合楼投入使用。

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全部达到或超过省

定标准，五烈镇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表彰为“全国群众

满意乡镇卫生院”，富安中心卫生院建成“省示范乡镇

卫生院”。新建、改扩建７０所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
站，建成８个“省示范村卫生室”。

疾病预防与控制　加大结核病、艾滋病、血吸虫病、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建立慢病示范
门诊５个，升级改造１６家数字化门诊，各苗接种率均达
到或超过国家标准；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７２．８５／
１０万，未发生传染病暴发疫情；累计发放健康宣传折页
７０万份、健康教育处方６０万份；及时处置“５．１５”特大
交通事故应急救治，参与“６．２３”特大龙卷风应急救援；
依法开展卫生监督检查，立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５３起，
未发生行政复议撤销和行政诉讼败诉案件；完成农村妇

女“两癌”筛查 ５１２７５人次，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
４００２人，农村妇女叶酸增补近３８４９人；开展查灭螺调
查面积４１６２．６２万平方米，实施药物灭螺面积７４．６２万
平方米，完成３０２人的在册晚血病人体检工作，实施晚
血病人治疗救助４４人；被确定为省健康城市建设试点
市，完成１．５万座农村改厕任务，溱东、梁垛、三仓３个
镇建成省级卫生镇，建成１５个省级卫生村。

医学科技与教育　实施人才引进“２２２”工程，全年
各类卫生人才增量１５０名，建立１２０名优秀中青年卫生
技术人才库，遴选基层骨干人才５６名入选省、市两级人
才库，争取４３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在
职人员培训１万多人次；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台分院
挂牌，成立骨科、消化内科、泌尿外科、药学科四个分中

心；市中医院眼科被省中医药局确认为省中医重点专

科，广山卫生院眼科被省卫计委评为江苏省乡镇特色科

室；年内完成省级科研项目４个，市级科研项目１８个，
建成市级以上重点学科３个，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近５０篇。

信息化　投入１２２６万元，建成智慧健康“五大中
心”，远程会诊中心实现市镇村三级医疗机构全覆盖，

影像诊断、心电诊断中心实现市镇两级医疗机构实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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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读片、会诊；临床检验（病理）中心借助物流系统，实

现跨机构检验标本流转和信息联网互通共享；集中消毒

供应中心逐步承接基层医疗机构医疗器械等消毒供应。

全年累计远程会诊１６６４人次，影像、心电传输７７０９多
张，送检检验标本１５５９６例。掌上医院 ＡＰＰ、“健康东
台”微信公众号全面上线运行，为手机用户提供预约挂

号、智能导诊、报告查询、在线支付、健康促进等贴身

服务。

卫生行风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

开展“５·１０”警示教育活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４９份，上廉政党课４次，组织观看电教片、参观警示教
育基地达 １２００人次，开展廉政培训测试 ２次。开展
“贴心服务、暖心服务和细致服务”主题活动，优化服务

环境，规范诊疗行为，开展服务竞赛，推行便民惠民

服务。

计划生育　出台《东台市“十三五”期间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意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办

理生育登记７１８５例，再生育审批１８６例；为５１２６对夫
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金２００万元、农村奖扶金５３７３万元、特别扶助金１８００
万元、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１１２万元、城镇持证
居民一次性奖励金１１３６．７６万元；开展流动人口健康
教育３５场次，为市外５０５例孕妇建立健康管理档案，为
１３４５例市外儿童提供儿童免疫和健康管理服务，提供
免费计生技术服务９８０人次，办理生育登记１２例。

（杨爱兵）

大　丰　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常住人口为７２．２万人，出生
人口５０８６人，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７．５３，政策内出生率
１００％，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２４‰。人均期望寿命７９．９９
岁。大丰区被国家卫生计生委表彰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
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被省政府命名为“十二

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职业病防治工作通过国家

评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优秀等级通过省级考

核，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省督导评估，血

吸虫消除阻断工作通过省级评估。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零差价销
售基本药物７３６８．６７万元；二级医院基本药物配备率
８０％、使用率３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经费
提高到５０元，组织开展居民健康档案规范管理百日提
升行动。补助农村住院分娩产妇３０５１人，免费补服叶
酸３３８３人。宫颈癌筛查２５００９人、乳腺癌筛查２６３７６
人。国家高血压糖尿病全程健康管理和省糖尿病区域

一体化管理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丰医集团”

“杏林集团”２个医疗联合体开展对口协作支援，选派具
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常年到基层门诊带教，同时，组

成医疗技术小组到基层进行业务指导和巡回诊疗；中医

院建成１个国家级名中医工作室和２个省级名中医工
作室。区级医院转到基层康复病人４３６例；区—村远程
会诊５９８例，分级诊疗格局初步形成。南阳镇卫生院建
成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刘庄镇卫生院建成省

示范乡镇卫生院，５个村卫生室建成省示范村卫生室。
荣获盐城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团体项目第一

名。１９名基层卫生骨干被确定为省骨干人才。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出台“十三五人口计生考核

评估意见”。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月活动，突出优生

优育全程服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３３３０对夫妇。
开展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全区出生人口性别比

总体基本正常。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公共卫生计生

服务范围，落实国家规定的免费服务项目。推行生育登

记服务制和生育状况承诺制，严格规范多孩生育审批，

共受理生育登记５６２１例，办理再生育审批１００例。做
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

家庭特别扶助工作，推动一次性奖励政策落实。为

１０００名特殊家庭办理每人每年２００元的保险，办理关
爱育龄妇女系列保险５４３７人。

公共卫生管理　全年未发生甲乙类传染病多发、暴
发疫情。１１种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９８．０％。依法实
施卫生行政许可，全面推行容缺审批、网上申报、短信提

醒等服务。孕产妇死亡率零，孕产妇保健管理率、艾滋

病筛查率、梅毒筛查率、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率、妇女病普

查率均１００％，出生缺陷发生率 ２．８‰，婴幼儿死亡率
３５８‰，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９９．９８％，新生儿疾病
筛查率９９．７４％。联合综治等部门制订《易肇事肇祸精
神障碍患者监护以奖代补办法》，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

率９８．４７％。
爱国卫生运动　西团镇、南阳镇建成国家卫生镇，

小海、大桥、刘庄、白驹、草堰等镇建成省卫生镇，３１个
村建成省级卫生村。生活饮用水检测３０６０项次，项次
合格率１００％。高标准完成５０００座农村卫生户厕改造
任务。

医（药）政管理　抓好首诊负责制、院内会诊等核
心制度的落实。推进预约诊疗服务，二级公立医院与省

集约式预约诊疗服务平台实现直连上线。探索开展日

间手术，二级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控制在 ９天左右。
２０１６年７月底前，全区二级以上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
者静脉输液。中医院中医骨伤科建成省级重点专科，实

现大丰区省级重点专科零的突破。获得盐城市中药传

统知识与技能竞赛金奖。新丰镇卫生院中医科建成盐

城市中医药特色专科，大中、刘庄、方强、大桥、草堰、小

海、草庙卫生院建成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卫生计生工作品牌　以个性化服务为核心的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区延伸、由少数向大众

普及、由探索到成型实践，形成可供复制的大丰模式在

全国推广。国家卫计委在大丰区举办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培训班。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介绍有关做法。积极

推进“互联网＋大健康”的“云医疗”项目，移动查房在
全区镇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全覆盖，移动医护上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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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制发２８万张居民健康卡，在部分村卫生室和居民家
庭试点投放健康监测设备，实现主动式的健康干预及诊

疗。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在盐城首批首家通过省级测评。

深入推进“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省

卫生计生委专门在大丰区召开项目经验交流会，推广该

区做法。调研报告《盐城市大丰区实施“新家庭计划”

项目的实践与思考》荣获国家卫计委、中国人口学会

“健康家庭理论与实践”征文活动一等奖。大中镇恒北

村曹满进家庭入选全国百户“幸福家庭”。

卫生计生内涵建设　组建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指导所。引进入编医学专门人才１名，柔性引进医学领
军人才３名，招录本科以上应往届毕业生１０８人。与２６
名本科生、２６名大专生分别签订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免费培养协议。重视科研教育和科技创新。全年申报

盐城市新技术引进奖１３项、盐城市科技进步奖２项、大
丰区科技进步奖７项。其中人民医院“肺泡灌洗液联
合液基超薄细胞术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荣获盐

城市新技术引进奖一等奖，“耳郭肿瘤切除后缺损修复

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等４个科研项目荣获二等奖。
基础设施建设　人民医院高新区分院项目加快建

设，有望２０１７年７月投入使用。区二院精神病综合服
务大楼新建、小海中心卫生院和草堰镇卫生院整体搬

迁、西团镇卫生院原址扩建等项目列入大丰区为民办实

事工程，并全面开工建设。白驹、三龙、方强、万盈、大中

等镇（中心）卫生院项目基本建成并将投入使用。

（王国生）

经济技术开发区

概况　市开发区下辖２个镇街，辖区面积２００平方
公里，服务人口９．４３万人。医疗卫生机构３４个，其中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３个（市卫生监督分所、市疾病预防
控制分中心、市妇幼保健分所）；基层医疗机构２个（步
凤中心卫生院、惠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１４９张；
村级医疗机构２９个（村卫生室１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１０个）。

卫生改革　制订《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化医改
综合试点实施方案》，选择步凤中心卫生院法人择优选

拔，通过公推程序聘任院长，修订编外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办法，在惠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编外备案人

员同岗同酬试点。

基层卫生　完成４个建筑面积为２００平方米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每个新建村卫生室统一配套５万元设
备设施，年底全部搬迁并投入使用。更新服务器、交换

机等信息化硬件设备，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和检验系统升

级调试中。步凤镇伍新、兆顺村卫生室创成省示范村卫

生室。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考

核方案，邀请业务专家开展项目培训，联合财政部门特

邀市级专家组织２次督导考核，提出整改意见并印发绩
效考核情况通报，按考核结果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完成６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本科生免费培养计划，
遴选产生１２名区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择优确认４名
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

卫生监督　对辖区７７家公共场所单位全部建立基
础档案索引，建档率１００％，持证率１００％。全年共实施
监督检查单位１９７户次、监督覆盖率１００％。对全区６８
家公共场所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对７３家单位的１４７个
点进行现场卫生监测，获得５１８个指标、１７３５个数据；
完成盐城迎宾馆１１份水质样品，公共场所单位１２份公
用物品的采样送检工作；全年共完成住宿安全保障 ６
次；开展学校及托幼机构饮用水卫生专项检查、辖区住

宅小区现制现售饮用水摸底调查。开展学校（幼儿园）

春、秋学期学校卫生综合监督检查。开展打击非法行医

百日突击整治行动，经宣传教育、约谈促改、打击取缔、

巩固成果和总结提高五个阶段，１４家牙科诊所全部清
理稳控。开展医疗单位分类监督、医疗单位规范执业专

项监督检查、预防接种门诊专项整治等工作。全面开展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完善《卫生监督协管运行手

册》，组织全区卫生监督协管员（信息员）开展业务培

训，对１１个非法行医重点监管对象按要求开展巡回检
查；全年共完成３１４名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培训工作。

疾病预防控制　开展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慢性
病防治、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等五项专业互查交流

学习活动，健康档案和慢性病管理规范运行；组织入托

入学儿童接种证查验回头望、推进与公安妇幼计生定期

沟通核对机制、接种单位资质评审认定、接种人员上岗

资格培训等活动，切实提高工作规范水平，减少免疫空

白儿童的发生；推进一类疫苗商业保险工作，自４月开
展至年底，全区新出生儿童参保率９７．２％，居全市领先
位置。启动６０岁及以上成年人流感病毒感染发病率和
流行病学特征观察性研究国家项目，通过问卷沟通、现

场调查等方式，完善调查内容，完成５８人感冒期间鼻咽
拭子采集，对２５１人分别进行６个月、１２个月访谈及采
血工作，采集血样４８０份。

妇幼健康　市妇幼保健院派驻专业技术人员成立
妇幼保健分所，与市妇幼保健院组建联合体，调整妇幼

重大卫生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镇（街）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职能并入所在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增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的牌子。召开

区托幼机构保健工作会议及相关人员培训，组织开展健

康体检３３５０人，龋齿防治、视力筛查１７６４人，农村孕
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按季兑现，妇女孕前和孕早期补服叶

酸服用率１００％。
卫生应急　新城街道惠民医疗急救点正式投入使

用，市急救医疗中心配置监护型急救车、派驻急救人员，

为市开发区居民提供优质而快捷的急救医疗服务。参

与阜宁６．２３龙卷风冰雹特大灾害的卫生防病工作，完
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完成２０１６年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总结评估及２０１７年突发事件发生趋势分析报
告，联合出台《关于做好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的通知》，按

辖区内常住人口人均１元以内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

·２１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圆满完成中国盐城卡迪（青岛）啤酒节、２０１６中国东部
沿海（盐城）第五届国际汽车博览会、中韩围棋团体名

人锦标赛等重大赛事医疗保障任务。

医政中医　组织有处方权医师和乡村医生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知识测试，联合医保部门重新核定村级２４
个品规抗菌药物目录，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零时起执行
并向社会公示承诺。开展中药饮片管理专项检查，惠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中医馆建设。在全市中药传统

知识和技能竞赛活动中，步凤中心卫生院蔡卫勇同志获

理论测试特等奖、中药性状鉴别一等奖，荣获盐城市药

事服务岗位能手称号。

基本药物制度　基层医疗机构规范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在岗

乡村医生全部办理五项社会保险并参加医疗责任险，核

定乡村医生每人每月１５００元基本药物补助并按月打
卡发放，按每个村卫生室（卫生服务站）１万元标准拨付
日常运行经费。根据基层医疗机构经常性收支差情况，

在２０１５年基础上追加２５％基本药物零差率财政补助
资金。配合医保部门将慢性病用药纳入社区卫生服务

管理。

计划生育　出台《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关工
作的通知》。２０１６年共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证４６８份，办
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２０７８例，完成二孩生育服务登
记共计６７３例，办理照顾再生一孩８例。开展“９．２５”生
育关怀活动，走访慰问“失独”家庭５７户，给予每户５００
元慰问金。２０１６年确认奖扶对象１７８８名，特扶对象８９
名，上半年新城街道奖扶６４８人，发放金额３１．１万元，
特扶３２人，发放金额１１．４万元；步凤镇奖扶９６３人，发
放金额４６．２２万元，特扶 ５７人，发放金额１９．７７万元。
全区信访总量 ３１４件，其中求决类 ７２件，咨询类 ２４０
件，举报类２件。与往年相比，各类政策咨询的比较多，
无一例去省到京上访。

（王沐民）

城南新区

概况　城南新区下辖４个街道、３８个社区（村居），
辖区人口４４．６万人，其中常住人口１８．８６万。现有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６２个，其中公立医院２个（市一院南
区、市三院南院）、公共卫生专业机构３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５个，民营医院８个，个
体诊所１９个，卫生职业教育机构１个。

卫生改革　加强与市内三甲医院合作，先后与市一

院、市中医院建立医联体关系，建立了中医医疗康复中

心１个、名医工作室２个，引进名医专家长年坐诊。建
立基层特色专科激励机制，区财政对参与建成名医工作

室、中医馆等特色专科技术骨干人员考核奖励补助９万
元。组织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以高血压、

糖尿病等重点人群个性化签约为突破口，出台《城南新

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创新试点实施初步方案》，在伍佑

街道全面推开。

公共卫生　免费实施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落实项目资金７５４．４万元。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区卫
生监督、疾病控制、妇幼保健三个专业机构挂牌运行。

推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保险补偿试点，黄海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此项工作多次被市及以上部门推广交流，先后接

待国家卫计委疾控局、新疆察布查尔县疾控中心等单位

考察调研。

基层卫生　完成新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７个卫
生服务站（卫生室）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累计投入

４０９５万元。遴选确定区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１０名，区
财政每人每年补助２万元，向省申报基层优秀卫生骨干
人才４名，由省财政级每人每年再补助２万元。基层单
位２人被表彰为市优秀基层医师、优秀护士。伍佑中心
卫生院中医康复医学科和黄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西

医结合科，正式被市卫计委确认为“盐城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特色科室”。

医政管理　对全区２８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医
疗安全督查“家家到”专项行动，重点检查医疗机构急

诊急救、值班及交接班制度、医疗文件书写、医疗机构感

染管理等方面工作。根据专项督查结果，召开全区医疗

安全工作会议，同时请市医疗、矛盾调解方面专家就依

法执业、医疗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对全区医技人员培训

共１２２人次。组织全区医药人员参加抗菌药物合理使
用培训１０５人次，并进行合格考试。组织全区２０位乡
村医生参加全市急诊急救知识培训，全部取得省统考合

格证书。

爱国卫生　２０１６年４月，区爱卫办会同市爱卫办
在盐城市盐渎公园组织开展以“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携

手共建健康盐城”为主题的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市、

盐都区、亭湖区爱卫办以及市直医疗卫生机构等２４个
单位、近１２０名卫生专业人员一同参加活动。开展病媒
生物监测工作，组织伍佑、黄海、新河三家基层单位完成

７轮监测任务。黄海街道南苑社区创成１个省级健康
社区和５个省级健康家庭。

（金厚祥　胥　玲）

·３１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扬　州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１７８７ ７ ０．３９ 卫生人员（人） ３１７９９ ９４３ ３．０６
医院（个） ６９ ６ ９．５２ 卫技人员（人） ２７２１３ ７９４ ３．０１
床位（张） ２０６８３ ５６２ ２．７９ 乡村医生（人） １８９４ －１４７ －７．２０
医院床位（张） １４６４９ ６１２ ４．１８ 民营机构人员（人） ６１３３ ３６２ ６．２７
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张） ４．６ ４．４９ ２．４５ 平均每千人口卫技人员（人） ６．０６ ０．１７ ２．８７

人

口

总数（万人） ４６１．６７
出生率（‰） ８．６６
死亡率（‰） ６．７４
自然增长率（‰） １．９２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２６１３．０１
门诊人次（万） ２４２６．２７
急诊人次（万） １４５．３
入院总人次（万） ６５．５７
出院总人次（万） ６４．５９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３２３７６５
卫生计生财政拨款支出（万元） ３６３５００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相比增长率（％） １２．２７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率（％） ７．５１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５２６６５５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４７２２８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５８．２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元） ８３３９．９

　　一、规划财务与信息
制订《扬州市“十三五”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出

台中医药、卫生应急、基层卫生、计划生育等２０多个专
项规划。各县（市、区）和市直各卫生计生单位均完成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编制、专家

论证和报批工作。投资８３００万元，基于区域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的扬州市医改惠民信息化工程完成立项审批。

市、县两级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全部建设完成，并与省平

台互联互通。市级平台覆盖所有市本级医疗卫生机构，

与４个县（市）区域卫生平台互联互通。业务信息系统
实现基层机构全覆盖，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应用水平

达到３级以上。卫生计生两大信息系统整合项目完成
审批并进入招投标程序。完成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数据

库、摘要库和数据资源库建设，与市民卡公司合作，在市

区启动发放集居民健康卡、银行卡、市民卡多功能于一

体的新市民卡约２５０万张。６月份，南京都市圈八城市
卫生信息化协作工作会议在扬召开，实现与南京都市圈

远程医疗中心对接。预约挂号平台系统已上线，集中全

市２３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号源，与省预约挂号平台、南
京都市圈预约挂号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争取中

央、省级专项补助资金 １１．３５亿元，其中中央 １．５１亿
元、省级９．８４亿元。市财政对卫生计生投入 ４．６４亿
元，较上年增加６８．７２％。中央预算内资金累计投入扬
州项目共１１３个，规划建设总规模４７．９２平方米，规划
总投资１４．２９亿元，已完成１０９个。省扶持１３所乡镇
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２１９．７９万元，添置
医疗设备３６９台；４所卫生院、６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６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共４６所基层医疗机
构建设项目获省级补助资金８８０万元，１０所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２７４０８万元，３６所村
卫生室建设项目总投资１２８７万元，均全部建设完成。

二、卫生应急

市、县两级疾控中心、２４家二级及以上医院、其他
相关卫生单位共４３家单位均成立卫生应急办公室。江
都区、仪征市建成省卫生应急规范县（市、区）。省卫计

委在扬州召开应急工作规范化建设推进会。１２３２０服
务热线畅通，人工接听总量１５８１６件次。实施全民自
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在市民运动密集的市体育公园、

晨练公园、行政服务中心、游泳馆等公共场所率先投放

２０台ＡＥＤ，在市区招募４００名医疗专业的志愿者开展
医疗急救技术培训。开展心肺复苏、ＡＥＤ使用技能等
急救知识培训３０余场，培训３１００多人次。在市急救
中心启动建设“自救互救体验馆”。依法规范处置７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４次交通事故紧急医学救援。
９月２４日，扬、泰两市卫计委联合在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成功举行跨区域多部门输入性传染病疫情控制联合演

练。完成重大活动医疗卫生保障工作１０４次和“十年扬
马”赛事（近４万人参加）和“６．１９香会”（近１０万人参
加）等大型活动保障工作。

三、疾病预防控制

市疾控中心与３家县（市、区）疾控中心、各县（市、
区）疾控中心与２家以上基层公共卫生机构全面落实
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任务。全市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

率９８．１９／１０万，无重大疫情。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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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８３％，以乡镇为单位儿童预防接种率９５％。数字化
门诊建成率５０％，已建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达标率
１００％。继续实施“防治、科研、管理三位一体”的血寄
防工作模式，完成查螺面积 １６６８５万平方米，查病
３９９９５人。７个县（市、区）均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
准和有效控制肠道线虫病标准，申报市级消除疟疾达标

考核。全市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１５９例，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９２％。至 ９月底全市有
４３６６万人接受艾滋病检测，较上年同期上升１９．９８％，
占总人口的９．７６％。全市结核病 ＤＯＴＳ覆盖率继续保
持１００％，发现、治管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１５１６例，涂阳
肺结核患者比例达２５％以上，新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
者病原学诊断阳性率３９．６８％，结核病患者报告、转诊、
总体到位率全部达标。巩固邗江区、宝应县和高邮市３
个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成果，启动江都区省

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全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在册患者

管理率９８．２％，检出率４．２‰。
四、爱国卫生

与《扬州时报》合作开辟“打造‘健康中国’扬州样

本—健康促进”专栏，与市广总电台打造“９６７健康学
堂”，推进“十大主题健康促进行动”，累计建成健康医

院１３３个，健康学校 ３１３所（省级金奖 ３０所，银奖 ６９
所，铜奖２１４所）、健康机关８８个、健康企业２５个、健康
社区５７个、健康家庭６８０户、健康厨房７７５个、健康公
园（广场）８８个、健康步道９２条、健康学堂１２５个。持
续开展“健康扬州社区行”活动，接受咨询、义诊服务约

１７．５万人次，发放健康教育材料约１０万份。完成省下
达扬州的２．１万座（其中２０００座四格式生态户厕）改
厕任务，全市农村累计建设无害化卫生户厕９２．１１万
座，普及率９５．０６％，群众使用满意度９５％。市爱卫办
与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合作，承担省爱卫办交

办的 《生态户厕（四格式）施工技术指导手册》编研任

务，已通过技术评审。高邮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以

高分通过全国爱卫办组织的暗访。２０１６年新创成国家
卫生镇６个、省级卫生镇１个，全市累计创成国家卫生
镇１５个、省级卫生镇２９个。

五、医政管理

市政府召开推进分级诊疗暨“三个一”工程现场

会。制定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预

约挂号，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预约诊疗率、复诊预约

率和分时段预约率均达到目标值。三级公立医院预约

诊疗率４３．４７％、门诊患者分时预约就诊率４１．８７％，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住院患者分时预约检查率 ９１．４９％。
苏北医院组建预约检查服务中心，推出掌上 ＡＰＰ、银行
自助等１１种预约方式，实行“就诊一卡通”服务，对原
入院处置中心进行流程改造，成立入院服务中心，缩短

患者入院等待和住院时间，提高医院床位周转率。持续

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全市优质护理服务病房覆盖率

１００％，优质护理服务病房总数３１１个，Ａ类病房数１２３
个。组织开展全市优秀护士长、优秀护士评选和宣传活

动。推进日间手术，与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日间手术２０

个病种总额付费办法，全市１０１家公立医院共开展２０
个病种日间手术８２６例，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试点开
展日间手术。缩短平均住院日，二级公立综合医院出院

患者平均住院日８．０２天，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出院患者
平均住院日９．８７天。与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签
订目标责任书，严格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全市二级公立

医院共开展２６个专业６５个病种的临床路径管理，对于
符合进入临床路径标准的病例入组率６７．４％，完成率
９０．４８％。三级公立医院开展５０个专业１６３个病种的
临床路径管理，对于符合进入临床路径标准的病例入组

率７４．９７％，完成率８２．４１％。７月１日开始全市二级以
上医院门诊停止输注抗菌药物。落实肿瘤治疗药和肿

瘤治疗辅助治疗药临床应用管理，承办江苏省肿瘤化疗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班（苏中地区），对全市二级以上

医院进行２０１６年扬州市麻醉精神药品、抗肿瘤药物及
辅助用药、高值耗材临床合理使用专项检查。开展二级

医院核心制度明察暗访、病历处方“三合理”专项检查，

抽查住院病历４２０份，输液室门诊病历１５０份，在院住
院病人运行门诊病历、死亡病历中的门诊病历共 ３００
份，门、急处方各１５００张。制订依法分类处置卫生计
生信访问题管理办法，启动为期一年的打击涉医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全市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参加医疗责

任保险，在全市推广手术意外险、母婴安康险。与市司

法局共同做好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新址建设和人

员配备工作，２０１６年通过人民调解途径化解医患纠纷
的比例５２．６％，调解成功率９０％。修订《扬州市临床重
点专科管理规定》《扬州市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复核评价

标准和细则》，出台《扬州市临床重点专科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已建成国家级重点专科１个，省级
重点专科 ２５个，市级重点专科１１８个。高邮市人民医
院、高邮市中医医院、江都人民医院创成三级医院，启动

宝应县、仪征市人民医院创建三级医院工作。对１０家
二级医院提交的７５份医疗技术项目备案申请进行评
估，做好取消准入审批后的部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监管

工作。对市直管１４１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日常监督检
查，下发监督意见书１５０份，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１４起。
对３３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专项检
查，对市中心血站、３家采血点、１１家医疗机构开展临床
用血情况检查。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全市共

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６３起，罚款３６．８５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１０．９６万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非法行医案件
８件。对全市２５家二级以上医院进行院感专项检查。
建成广陵区２家、仪征市１家区域化集中消毒供应机
构。组织全市血透室专项检查并下发通报和整改要求。

建成由１个市急救中心、７个县（市）急救分站、２７个乡
镇急救点共同构成的覆盖城乡的急救“安全网”，其中

农村１５个站点全部投入运转。市级财政在重大公共卫
生政府专项中设立５００万元疾病应急救助基金，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全市医院申请疾病救助基金 ２８４．８６万元。
１—１０月，全市共有３１７０８人参加无偿献血，采集全血
量１０７８．０９万毫升，比上年同期上升２．８％；全市临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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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血量１０３１．５４万毫升，比上年同期上升 ９．４１％。
采供比为１０４％。向兄弟城市调拨红细胞 ２２３２．５单
位。开展全市一级医疗机构临床合理用血管理专项检

查。血液核酸检测覆盖率１００％，并通过省第七周期评
审验收。社会办医机构数占比 ２４．３８％，床位数占比
２０．８％，２０１６年新增民营医疗机构２７家。

六、基层卫生

全市参加新农合人口数 ２７５．８６万人，参合率
９９６１％，全市新农合人均筹资５５９元，其中各级财政补
助４２５元。截至１０月底，新农合门诊补偿９１２．９万人
次，住院补偿２５３５５２人次，住院均次补偿３８９７．１２元，
县乡两级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比达７６．１％，最高支付
限额提高到２０万元。委托第三方对第一阶段新农合大
病保险基金运行情况进行专项财务审计，快速启动

２０１６年度新农合大病保险理赔工作。在市直及驻扬三
级综合医院推行驻院代表制度。在宝应县推行新农合

管办分开试点工作。在二级以上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开展混合支付方式改革，全面开展按病种付费、按人头

付费、按床日付费和总额预付相结合的混合支付方式改

革。以市为单位完成新农合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创成

“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家、“全省优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２家，有２名乡镇卫生院院长被评为全国
优秀乡镇卫生院院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覆

盖率１００％。下发《关于推进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在高邮市探索县级医院、公

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三位一体”慢性病防治模

式，接受省专家组评估。全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８５％，初步实现基层医疗机构门诊ＨＩＳ系统与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七、妇幼保健

广陵区新组建独立建制妇幼保健所，全市妇幼保健

机构健全率１００％。启动实施妇幼保健机构等级评审
创建活动，江都妇幼保健院迁入新址，建筑面积达２．２
万平方米，仪征市启动异地新建妇幼保健院。经省级评

审，扬州达到省定建设标准的机构比例８６％。重新启
动新的一轮基层妇幼健康门诊规范化建设，达标率

６０％。全市婚检率９０．１４％，妇女病普查率９６．５９％，剖
宫产率４０．９６％，孕产妇保健管理率９９．９２％，７岁以下
儿童保健管理率９９．０９％，产前筛查率９１．４５％。婴儿
死亡率２．５‰，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３．７１‰，出生缺陷
率降至３．７９‰，爱婴医院的复核评估率９３．５％，托幼机
构卫生保健合格率１００％。建立市、县两级危重孕产妇
和新生儿救治中心。除市区由市级网络覆盖外，其他县

（市）实现覆盖率１００％。建成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３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１个，县级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８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６个。对１７２７７名农
村孕产妇住院分娩实行补助，补助经费８６３．８５万元；对
１６８４３名准备怀孕和孕早期农村妇女免费增补叶酸片，
投入经费４０．４２万元；为１３６３３６名农村妇女进行“两
癌”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２６９１１人次，覆盖率
９０１％。开展全市计生药具发放网点全面摸底统计和

信息采集，全年上报不良反应事件２５３２例，目标完成
率１２８．９％。

八、食品安全

完成省下达的“食品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

“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

测”等三项重点监测工作。编制完成《基于扬州市医疗

机构ＨＩＳ系统传染病监测报告功能的食源性疾病监测
模块补充说明》，食源性疾病监测覆盖所有二级以上医

院。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提升年”主题活动，

组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市级专项督查。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扬州市级分中心１１月４日通过省验收。聘任
２位同志为市级食品安全首席卫生监督员，１位同志为
市级食品安全首席专家，同时成立扬州市食品安全标准

专家库和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专家组。承担４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跟踪评价任务，完成调查问卷２７份，现场
调查表１１份，现场调查企业１１家，采集样品２１份。

九、综合监督

成立卫生监督协管派出机构８２个，协管服务工作
已覆盖７７个乡镇，覆盖率１００％；协管人员２２７人，信息
员９３２人。清理、修订４４个卫生计生监督工作制度，规
范卫生计生行政处罚事项４４１条、行政强制事项３条。
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工作。落

实“双公示”要求，及时公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信息。

市、县两级卫生监督机构全部开展执法全过程记录试点

工作。

十、药政管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规范开

展基本药物目录外药品申报采购，申报采购的目录外药

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配备的基本药物总数的１０％，销
售金额不超过本单位全年药品销售总金额的１５％，满
足基层常见病、慢性病防治和疾病康复治疗的需要。推

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通用名总

数占国家基本药物和省增补药物通用名总数的比例：二

级综合医院８５．３１％，二级中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
７２．０５％，三级综合医院７９．４２％，三级中医院（含中西
医结合医院）６９．１３％。销售基本药物的金额占本单位
全部药品销售总金额的比例：二级综合医院和中医院

１４．２１％，三级综合医院和中医院１０．１３％。在所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５０％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建立
处方点评制度。制订《扬州市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

利药品价格谈判工作方案》，启动价格谈判工作，有５９９
个急（抢）救、妇儿专科药品入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

２６．６％，最高９４．４％。完成市管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对
临床需要且未进行集中采购的产品以及集中采购后新

批准上市的产品实行备案采购，选择苏北医院作为国家

短缺药品监测点。

十一、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市、县两级签订“十三五”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

理责任书，明确未来五年的目标责任。争创新一轮全国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推荐上报高邮市、邗江区

为候选单位。制订全面实施两孩政策方案，按时逐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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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出生人口信息，每季度分析出生人口形势。印发《扬

州市生育登记服务实施办法》，取消二孩生育审批，规

范两孩以内生育登记服务流程。改进再生育审批管理，

推行委托办理、村级代理办理、预约办理等便民利民的

举措，简政便民。依法依规查处政策外多孩生育。做好

再生育审批与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衔接。

十二、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通过开展幸福家庭评选活动，以项目形式分解细化

幸福家庭创建工作内容。仪征市申报省级第三批“幸

福家庭项目县”。以“连心家园”为载体，关爱计生特殊

群体。广陵区围绕“幸福家庭，健康广陵”主题，宣传家

庭人口文化。邗江区开展“千名婴幼儿早期发展免费

体验”“早期教育社区行”等活动。对２６４名交纳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特扶人员补贴参保费用，免费为５４６名
常住在家的特扶人员开展签约服务，为４００名计生特扶
对象免费办理城市公交卡，为１６３３名计生特扶对象发
放“生育关怀急救卡”。对年满６０周岁的特扶对象全
部按每月 ６００元、７００元的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２０１６年确认全市新增农村奖扶对象３０６９４人、特扶对
象７３１人。发放奖扶１５２４４５人，计１３８５８．５５８万元；
特扶７０１４人，计４６８５．３１４万元；城镇企业退休职工一
次性奖励１３９４１人，计２８５７．４３万元；城镇无业人员
１８６２人，计２４６１．１７万元。加大打击“两非”力度，建
立全面两孩实施情况监测制度，定期分析出生人口性别

比数据。

十三、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

全市纳入服务管理的流动人口总数２８６２９８人，其
中育龄妇女１０５８４２人。接受省内协查２３１８６条，已反
馈 ２３１７０条，省内协查反馈率 ９９．９％；发送省内协查
１０５５０条，收到反馈１０３８７条；接受省外协查４２３３条，
已反馈４１６３条，省外协查反馈率９８．３％；发送省外协
查信息２００２条，收到反馈 ６５７条。为居住在本市１个
月以上的流动人口，符合政策规定准备生育第一个或第

二个子女的夫妻免费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向流动人口发

放《流动人口生育登记证明》。全面推行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证明网上办理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电子化改革。

有条件的地区将持有当地居住证３个月以上非户籍地
临时救助对象中的大重病患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全

市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中新建健康档案６２７３５
人，流动人口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到６０％；流动人口儿
童预防接种２３６０２人次，辖区内居住满３个月的０～６
岁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率 ９５％；传染病防控报告数为
１０２人，流动人口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率１００％；孕
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 ４４８０人，各类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咨询指导及健康教育１７７３８人次。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技术指导咨询服务覆盖率９５％，计划生育免费技
术服务率１００％。建立流动人口计生协会２１３个，其中
本地协会１８７个，异地协会１７个，共建协会９个。合肥
市驻扬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联络工作站９月在
扬州市江都区揭牌，扬州与合肥两地卫计部门签订《流

动人口服务管理双向协作协议书》。

十四、新闻宣传

在市级以上媒体发稿５０９０篇次，其中国家级３０７
篇次，省级７４１篇次。开通“扬州卫生计生”官方微信。
对《扬州卫生报》和２３家医疗机构院报进行清查规范，
升级改版市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组织全市卫生计生

系统“微电影”节、十大“医”瞬间摄影比赛等主题活动。

在扬州电视新闻频道开设“卫生计生之窗”专栏，在《扬

州日报》每月推出“扬州卫生计生”专版，与《扬州时报》

联合开展“健康社区行”主题活动，与扬州电台联合开

办“９６５健康学堂”。完成扬州广电集团“扬帆”ＡＰＰ政
务平台上线。畅通以电话、微信、ＱＱ群等为主的实时
沟通协调渠道，构建全市卫生计生系统舆情监测网，做

好与１２３２０热线、宣传主管部门和上级卫生计生部门的
舆情监测对接。

十五、中医药工作

中医药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科技创新、成果推广等

纳入扬州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及对县

（市、区）的考核体系，并制订分年度的目标序时进度

表。各县（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机构改革和职

能调整“三定”中，均设置独立的中医科室。中医药发

展引导资金增加至２００万元。２０１６年落实对市中医院
投入奖金２１０６．８８万元，比上年增加 ４３４万元，增长
２５．９４％，全额补偿市中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补助资金
２４０万元，全额安排贷款贴息资金１０２２万元。成立扬
州市中医流派研究会，启动扬州市中医门派调查研究工

作。举办２０１６年全国中医肿瘤青年论坛暨国家级继续
教育项目———中医治疗肿瘤特色优势学习班。现有省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６项，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医药名录４个门派６位传承人。开展扬州市第六届“中
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康巡讲活动、第四届江苏省

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周扬州站活动，实施中医中药基层

行———中医药服务“六进”活动，１～３季度全市开展中
医药服务“六进”活动共５２４场次，受益人数３５４４８人，
发放宣传资料５２０６６份，开设名中医讲坛２３场次。开
展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健康巡讲 １４８
场，中医药科普宣传周活动３７场。建成省中医医疗机
构中医药文化示范单位１个，扬州中医药文化展示馆将
通过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项目验收，中医药传统

文化氛围浓厚的中医综合诊疗区覆盖率９７．８％。宝应
县被命名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江都区创建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通过省级预评估。新增

江苏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４个、省中医药特色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单位２个、省基层中医特色专科建设
项目２个。年内评选扬州市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
站（村卫生室）２０个，新增５个扬州市乡镇卫生院示范
中医科，市级财政给予每个命名的站（村卫生室）以奖

代补３万～５万元、卫生院５万～１０万元。基层医疗机
构中医科建设达标覆盖率９６．７％、中药房覆盖率 ９６．
７％。与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合作共建中医药
养生（扬州）示范基地，项目占地近５０亩，建筑面积约
８４００平方米，总投资约１．２亿元，一期工程已启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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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仪征天乐湖中医养生中心总建筑面积约为５０００平
方米。扬州市中医院西郊花园养生保健中心内外装饰

已完成。完成仪征市中医院护理分院建设。完善仪征

市中医院康复医院建设。各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健全预

防保健科或“治未病”中心，基层医疗机构成立治未病

或养生保健室，开展系列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项目。扬

州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基本建成并申报国家验收。

组建扬州市中医院纵向医联体。将中医药科室标准化

建设纳入１８家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建设发展规
划。仪征市中医院异地新建项目立项开工，投入２．７亿
元；宝应县中医医院改扩建病房楼，新增业务用房３０００
平方米，异地新建占地面积共７１亩，已经完成选址。江
都中医院计划搬迁进行扩容改造。新增７个扬州市中
医重点专科，５个扬州市中医重点专科复查合格。６个
国家、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通过省级验收评审。

市中医院被列入全国中医诊疗模式创新试点单位。全

市５个中医医院共开展７个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创
新试点工作。市中医院先后在全国中医诊疗模式创新

试点工作交流研讨会、全国青年中医肿瘤论坛、第十三

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上交流发言。全市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中医健康管理覆盖率６６．４７％，０～３６个
月儿童中医健康管理率７２．６８％。全国名中医孙浩获
江苏省“国医名师”称号。成立“国医大师王琦扬州工

作室”“国医大师王琦高邮工作室”，收徒４名。成立“戚
广崇教授工作室”、石筱山伤科学术研究中心扬州研究

室。２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２个省第一批
名中医传承工作室通过验收，新增全国基层名中医工作

室项目１个、省第二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项目
１个。市人社局、卫生计生委联合评选出第二批２５名扬
州市名中医，启动开展扬州市名中医“师带徒”活动，确

定３０名市级以上名中医与５５名青年中医结为师徒关
系。遴选推荐扬州市中医院朱新太中医工作室等１５个
扬州市中医药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市委市政府举行仪

式为首批市级“名师工作室”授牌。市财政给予每个工

作室４万元／年经费补助，名师工作津贴５０００元／年。
十六、人事管理

出台《关于创新扬州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管理的实

施意见（试行）》《关于公立医院人员编制备案制管理试

点工作方案》，启动市妇幼保院编外人员备案制试点工

作。市妇幼保健院有１３９人实行备案制管理，江都区完
成公立医院人员备案制总额审批，其他县（市、区）和公

立医院也正在推进。建立激励性绩效考核机制，制定绩

效工资考核办法，适当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绩效

工资分配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贡献的

人员倾斜。起草《扬州市市直公立医院院长年薪制考

核办法（试行）》。２０１６年市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１４７人，比上年增长８．５％，其中博士生１７人，硕
士生９６人，本科生３９人；编外聘用２２６人，其中硕士生
６４人，本科生８７人。各县（市、区）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３５１人，其中研究生 ４６人、本科生 ２０５人、大专生 １００
人；编外聘用１６５人。全市卫生计生系统新增工作人员

８８９人。对博士研究生学历高层次专业人才引进采取
直接考核聘用的办法录用。２０１６年有２０名医疗专家
赴美国、德国等国家地区学习，１人被确定为享受国家
特贴，２人被确定为省中青年专家，３人被确定为省第五
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３６
人被确定为省第五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１名扬州市“绿扬金凤计划”创业创新领
军人才和８名优秀博士被列为资助对象。

十七、党风廉政及行风建设

下发市卫生计生委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

委监督责任和委领导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

《市直医疗卫生计生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

责任、纪委监督责任检查考核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查处卫生计生行风案件分工协作暂行办法》。对现行

在用的规范性文件和２０１０年以来制度性文件进行全面
评估，对３个文件进行修订后重新发布。二级以上医院
全部建立医德考评电子档案。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

贿赂，对涉嫌商业贿赂３种药品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案
件高发的高值耗材开展专项治理，及时停止涉案耗材采

购和使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部安装使用防统方软

件，所有公立医院均在网上采购省中标药品和基本药

物，组织开展网上采购检查，通报检查结果。建设全市

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储备库”，建立“最美扬州人”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报送推荐机制，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系统 ３名基层医生入选“中国好人
榜”，１名先进典型当选江苏省“十大医德标兵”，６位优
秀人物当选江苏省“医德之星”，乡村医生刘刚、援圭亚

那医疗队当选２０１６年扬州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与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开展第三届扬州市“医德之星”

“医德标兵”推选活动，与市委宣传部、市广电传媒集团

联合开展“最美医生”评选，并举办扬州“最美医生”表

彰大会。市急救中心荣获“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文
明单位”称号。苏北医院、市一院、妇保院、卫生监督所

４家单位保留省级文明单位称号。以“党员统一活动
日”“健康社区行”“扬马”“城市定向赛”“义诊周”等为

载体，组织在职党员开展卫生保洁、政策咨询、医疗卫

生、健康知识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近２０场。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累计发放重点书目１３００余册，
市直系统召开小组学习会３３７次，讲党课１０４次，形成
学习心得９５４篇。委机关党委每月组织１次“我是党课
主讲人”主题活动，并承办市级机关“我是党课主讲人”

活动观摩推进会。

（朱正文）

【推进医管委实质性运作】　扬州市明确公立医院管理
组织架构、医管委职责分工、医管委会议制度与议事规

则，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亲自担任医管委主任、副

主任，先后３次召开市医管委会议，实现医管委常态化
运作。建立公立医院重大事项认证、决策集体讨论制

度，研究决定公立医院的设置规模、发展规划、章程批

准、重大项目实施、财政投入、运行监管和绩效考核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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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研究出台《市直七所公立医院一院一策绩效

考核评价实施方案》，制定医院管理、业务工作、服务评

价、平安建设、持续发展、奖惩指标等六个方面定量指

标，突出功能定位、职责履行、合理用药、费用控制、运行

效率和社会满意度等医改核心指标权重。绩效考核结

果与评先评优、财政安排补助资金、医保支付方式、绩效

工资总量、医院领导班子年薪、职工个人收入等“六挂

钩”，进一步增强医院活力，维护医院公益性。

（朱正文）

宝应县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应县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３３６
个，其中公立二级医疗机构 ３所、县级公共卫生机构
４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所、镇（中心）卫生院１４所，
民办二级医院 １所、其他民办医院 ８所、个体诊所 ７９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１个、村卫生室２１５个；共核定病
床位２００１张，实际开放病床位２３１３张。现有卫生技
术人员３１２５人，其中各级医院１３２１人、基层医疗机构
１４２５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３７７人、其他卫生机构２人；
共有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１３８６人，执业护士１０９５
人，在岗乡村医生 ７９２人、其中退休返聘人员 ２１７人。
全年各级医疗机构实现门诊量３６５．８０万人次，住院９．
２０万人次，完成医疗（事业）收入９．１３亿元。创成“江
苏省健康促进县（市、区）”和“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先

进县（市、区）”。

医疗卫生服务　实施县人民医院、运西人民医院异
地新建项目等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９个，建筑面积
２１．０９万平方米，预算总投资９．８３亿元；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建设项目主体竣工，４个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
心建设全面推进，完成鲁垛镇卫生院门诊楼项目、望直

港镇中心卫生院门诊楼改扩建项目，柳堡镇中心卫生

院、黄塍镇卫生院两个血透点建成投用。各镇公立医疗

机构共组建７７个健康管理团队，常态开展进村入户巡
诊服务，督导村卫生室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村卫生室覆盖率１００％，个性化签约
服务２．０２万人，签约对象家庭医生定点就诊１８．４７万
人次。全县各级医疗机构实施电子病历系统，县人民医

院应用水平达到３级。累计创成全国“群众满意的乡
镇卫生院”４家，西安丰镇卫生院创成“江苏省示范乡镇
卫生院”，累计创建１０个；创成“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
６个，累计创成２６个。

人才队伍建设　全县新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入编
８５人，柔性引进３名高层次卫生人才；面向村卫生室定
向培养乡村医生２６名，累计１２６名；面向镇卫生院定向
培养４６名本（专）科医学生；选送６１名镇卫生院医务人
员到二级及以上医院务实进修，委托县人民医院和县中

医医院对５０名乡村医生进行适宜技能培训。组织全县
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给予 ３个
“名师工作室”每室４万元工作经费，吸纳全县３０名年

轻骨干医生入室培养；对首批２９名县、镇名医实行目标
责任制管理，实施目标考核发放津贴补助；面向镇级医

疗机构遴选５０名基层卫生骨干人才；继续实施“上挂下
派”制度，选派６名二级医院业务骨干到镇卫生院挂职，
选调３名基层业务骨干到县卫生计生委机关跟班学习。

医政管理　一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及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部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县医患纠

纷第三方调处率８５％。二级公立医院全部开展日间手
术，实行基层转诊预约和专家门诊“全日制”；各级公立

医疗机构１００％病房提供优质护理服务，Ａ类病房达到
３０％。组织６０名晋升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对口支援镇
医疗机构；６９人参加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岗位新录用
医师规范化培训率１００％。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执业行
为监督管理，落实记分管理制度；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实验室生物安全基本达标。成立县医院感染管理质量

控制中心。新培育申报“扬州市临床重点专科”４个，创
成“扬州市特色科室”５个，列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江
苏省财政厅２０１６年特色科室建设名单２个。开展精神
及麻醉药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培训班１期，开展４次
药事管理专项检查、２次医疗质量专项检查。全县无偿
献血总量临床占比１２０．７％，成分血使用率１００％；医务
人员参加“白衣天使献血月”活动献血３５０人次。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县级公立医院实施医药价格
综合改革，落实８１１补偿机制，实行价格备案报告制。
３个二级医院和４个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加入市
域医疗联合体；组建３个县域医疗联合体，覆盖全县１５
个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县人民医院托管泾河镇卫生院形

成紧密型联合体。

药事管理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统一配供监管，申
报获批基本药物目录外、医保（新农合）目录内品规５１１
种。全县镇公立医疗机构基药采购金额 ４９４８．８９万
元，完成采购计划的７６．５７％。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
健院配备使用基本药物比例 ９３．１％、５１．２８％。全县
１００％一级以上医疗机构、５０％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站）建立处方点评制度。

中医中药　全县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００％设置中医小区，村级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覆
盖率１００％，６７家村卫生室提供中药饮片服务。７家镇
（中心）卫生院通过“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国家基层医疗机构中
医诊疗区（中医馆）服务能力项目”省级验收。累计建

成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４个、省中医老年病专科
１个、扬州市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１２个、中医药特色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个、中医药特色村卫生室６个，获
评扬州市名师工作室２个；创新开展县中医药特色村卫
生室建设并命名２１个。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全面实施１２大类４６项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５０元。
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７４万份、建档率９１．５０％，开展
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８．４８万人。全人群死因监
测网络上报死亡病例数６８２７人、粗死亡率７．４９‰。全
县在册管理高血压患者７．４８万人，糖尿病患者１．９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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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３４２５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
出率４．６２‰。实施麻风病防治一体化项目。完成上消
化道癌筛查 １００３例。全年举办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１１４２场，开展健康“社区行”活动２４７场。食源性疾病
监测哨点医院实现二级医院全覆盖，完成监测２８２例。
开展应对台风突发事件实战演练和应对流感大流行疫

情桌面推演。

疾病预防控制　全县预防接种门诊建设达标率
１００％，累计建成１５个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基础免疫
接种率９５％。改革完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
完成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策略转换。全年报告乙类传

染病１０种９９１２例、死亡１０例，发病率１２０．７３／１０万；
报告伤寒１例、手足口病５３８例。建立肺结核病患者个
案信息库，网络报告肺结核和疑似患者 ８４７例、确诊
３９７例，累计发现耐多药结核患者３人。开展全人群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抗体检测９．８万人次，完成艾滋
病自愿咨询检测８７０份。完成血吸虫病防治查螺面积
６２６．９７万平方米，保持无钉螺生存状态。开展体温“三
热病人”血检２８７８人次。在５个镇开展蛔虫、钩虫、鞭
虫、肝吸虫、血吸虫病监测，调查１０１０人，发现钩虫感
染２例、蛔虫感染１例，未发现其他寄生虫种。建设启
用基于ＨＩＳ系统实现传染病监测报告模块，３个二级医
院均通过市级考核验收，１５个一级医疗机构正常运行。

妇幼保健　孕产妇检查５８７９人、覆盖率９９．９８％、
产前５次检查率９６．６６％、早孕建卡率９３．２７％、系统管
理率９３．２７％、住院分娩率１００％、剖宫产率４１．４％；筛
选高危孕产妇１７９７人，高危孕产妇筛选率３０．５６％、管
理率 １００％、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无孕产妇死亡病例。
３２１０名农村孕产妇领取住院分娩补助金２２５万元。补
服叶酸 ３３８０人。孕产妇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率
１００％；对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母亲所生儿童及时免费接
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及时接种率１００％。全县有７岁以
下儿童４．３０万人、儿童保健覆盖率９９．５２％，３岁以下
儿童系统管理１．９２万人、管理率９９．１１％，围产儿死亡
率２．５１‰、新生儿死亡率１．５２‰、婴儿死亡率２．１９‰、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５１‰，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
４３５‰，低出生体重发生率１０．６‰。“六一”儿童体检
１．７２万人，体检率９８．８％；完成儿童视力筛查１．４４万
人，开展幼儿园儿童龋齿防治２次、３．３２万人次。完成
妇女病查治４．７６万人，对２．５３万名农村妇女进行乳腺
癌、宫颈癌“两癌”免费检查。

卫生监督　全县新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１４８件，复
核公共场所卫生许可３１０件，办结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校
验延续３５２件、医师注册及变更注册１５３人次、执业护
士变更注册初审１６６人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１．２万
份；各类卫生行政许可档案卷宗审查合格率１００％。公
共场所单位建档率、监督覆盖率、量化分级管理率

１００％；分类指导“五小行业”完善卫生设施，督促办理
“两证”；分发、张贴《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法规摘要

８００余份、各类消毒规范２０００余份、卫生管理制度５００
余份、卫生监督信息公示牌３００余份。对全县２４个放

射诊疗机构开展监督检查，监督覆盖率１００％，职业健
康检查及放射技术服务机构建档率１００％。实施医疗
卫生监督层级管理模式，设立２１９个镇、村非法行医监
测站，监督覆盖率、建档率 １００％。查处违法行为 ３１
件，罚没款８．８万元；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５件，１件移送
公安机关。学校卫生监督覆盖率、建档率１００％。

爱国卫生　全县新增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１万
座，其中生态改厕４００座，累计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９５．２４％。实施国家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中心建设项
目，检测指标提升到４２项，对城乡集中式供水单位和饮
用水监测点实现监测全覆盖。规范病媒生物防制和监

测，发放鼠药、蟑螂药６０万包，在城区主要绿地、小区投
放固定毒饵站、诱蝇笼。 水镇通过国家卫生镇验收，

新创成省卫生村３个、市卫生村９个。开展“十大主题
健康”促进行动，新建成健康医院１个、健康机关１７个；
累计创成健康医院１７所、健康学校６６所、健康机关４４
所、健康企业８家、健康社区１５个、健康家庭２００户、健
康厨房６０家、健康公园（广场）２１个、健康步道（健康长
廊）３２条、健康大讲堂１个。被省爱卫会命名为“江苏
省健康促进县”。组建６支队伍共１９０人参加全国首届
“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全县参加新农合６３．６万人，
参合率９９％。人均筹资５７５元（含参加大病保险人均
３０元），其中个人缴纳１５０元、各级财政补助４２５元，统
筹资金３．６６亿元。参加新农合农民受益２９３．３６万人
次，其中门诊结报补偿２８５．３６万人次、３３６７．５３万元，
住院结报补偿７．９９万人次、２．８９亿元。县镇医疗机构
住院即看即报补偿比７８．４５％，村医疗机构门诊补偿率
４８．７１％。新农合大病保险理赔２５４３人，金额１４９４．４
万元；２０种重大疾病保障受益９９６人，补偿资金９０６．９１
万元，实际补偿比例８２．３５％。全年异地联网结报２７６０
人次。调整新农合差别化补偿政策，将镇、村医疗机构

门诊报销比例分别提高到５０％和６０％，镇卫生院住院
报销补偿比例提高到９０％，村卫生室一般诊疗费提高
到每诊疗人次１０元。委托中国人寿宝应支公司经办新
农合基本业务，成立宝应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结算管理

服务中心，提供县内新农合基本保障和大病保险“一站

式”服务。

计划生育　全年全县出生人口７０１１人，出生人口
政策符合率９９．７５％；死亡 ５５３７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６２‰。启用江苏省生育登记服务系统，办理生育登记
６３０９人；全年再生育审批１３３件。免费婚检３８０７对、
检查率９９．８２％，为符合政策计划怀孕３１５１对夫妇提
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流动人口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

建档率８７．７％，对８１名流动孕产妇和２００名儿童建立
保健手册。开展整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

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两非”专项行动２次。发放农村
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２．９万人，独生子女伤残死
亡家庭特别扶助１２７０人，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企
业退休职工与城镇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５９３５人和
８３３人，手术并发症纳入特别扶助４９０人，累计发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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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４０７１．８２万元。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联
系人制度，帮扶困难家庭３００多人，发放资金 ２０余万
元。全年参加计划生育系统保险数 ２．８万人、金额
１３７．２０万元，理赔３２３人、６７．４６万元。表彰奖励“幸福
家庭”２０户。

（杨寿海　熊伟亮）

高邮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４家区域中心均按序时
进度完成建设任务，三垛和卸甲中心卫生院改扩建工程

已投入使用，临泽和送桥中心卫生院新建工程已进入内

部装潢扫尾阶段。创成扬州市特色科室６个。汤庄镇
卫生院、界首镇卫生院和菱塘乡卫生院创成“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全镇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开发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创成全国百强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江苏

省首批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甘垛镇卫生院和横泾

卫生院创成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实现全覆盖。三垛

镇少游村卫生室、开发区清水潭村卫生室、开发区东湖

村卫生室、汤庄镇潘季村卫生室、高邮镇武安村卫生室、

界首镇永安村卫生室、临泽镇朱堆村卫生室、临泽镇董

潭村卫生室创成江苏省示范村卫生院。

卫生信息化　完成数据中心机房扩容建设。基于
ＨＩＳ的传染病报告系统在二级以上医院全面实施。县
级公立医院均与扬州１２３２０预约、省挂号网平台对接上
线。所有住院医疗机构均使用住院电子病历系统。

５月１日起正式启用分级诊疗转诊平台，并与医保、新农
合对接，可通过手机短信提醒、手机 ＡＰＰ进行转诊
审批。

农村卫生　出台《高邮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指导意见》，建立服务经费多渠道筹集机制，市财政预

算安排４０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签约服务的业务培训和考
核奖励。增加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中医适宜人群、脑

血管意外等人群的服务包。全市农村地区累计签约

１６７２５５户（签约率 ８２．７％），签订个性化服务 ３６１８７
户、４４５２３人（以户统计签约率１９．３７％），城区重点人
群签约１８０７８户２３６５２人（重点人群签约率７５．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参合人数６０．３８万人，
人均筹资标准５７０元。补偿标准向基层倾斜。乡镇卫
生院（Ⅰ类）、市中西医结合医院（Ⅱ类）、县级医疗机构
（Ⅲ类）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分别 ８５％、７５％、
６５％；扬州市级和扬州市外公立医疗机构，住院政策范
围内费用实行分段累进补偿，补偿比例 ４０％ ～５０％。
对实行逐级转诊且按规定流程办理转诊手续的参合患

者，在原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提高５个百分点进行报销；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中的医疗服务费用，按照不同

的签约服务包给予２０～６５元不等的基金补助。市、乡
合管办及各定点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为２６３．７１万
人次参合居民办理基金补偿２．７３亿元。按病种支付方
式改革病种范围扩大到５５种，实现全市所有医疗机构

全覆盖。乡镇医疗机构和县级医疗机构按病种结算实

际补偿比８４．５１％和６９．７２％。新农合系统与苏北人民
医院成功实现联网对接，参合患者住院费用可享受实时

结报服务。

爱国卫生　全面实施“市民素养提升、基础卫生设
施建设、集贸市场规范、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改造、六小

行业等重点场所卫生达标、城市河道沟渠整治和环境保

护、老旧小区和背街后巷治理、市容市貌美化和城市管

理提升、社区和单位卫生创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病

媒生物防制”等创卫“十大工程”，常态化开展“啄木鸟”

找问题行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以８２５．３分一次性通过
国家暗访。龙虬镇创成国家卫生镇。龙虬镇东角村、汤

庄镇富南村、卸甲镇周邶墩村、三垛镇官垛村、甘垛镇带

程村、周山镇吴堡村、临泽镇川东村、送桥镇送驾桥村、

经济开发区灯塔村和阳沟村、车逻镇（城南经济新区）

闸河村、高邮镇湖滨村，被江苏省爱卫会命名为江苏省

卫生村。全年农村改厕５０００座，其中生态式５００座，
被江苏省爱卫会表彰为江苏省农村改厕工作示范市。

菱塘回族乡、龙虬镇被扬州市爱卫会表彰为扬州市农村

改厕工作先进乡镇。被省爱卫会重新确认为江苏省灭

鼠、灭蚊、灭蝇、灭蟑先进城市。城市水质合格率

１００％，农村水质合格率９６．８８％。
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　制定“十大主题健康促进

行动”十大类创建考核评分表和资料目录。建成８个健
康广场、３５个健康机关、１０家健康企业、４０个健康村、
３８０户健康家庭和厨房，７８所中小学校全部创成省级以
上健康促进学校。完成“健康江苏社区行”２６１场次。
健康教育宣传、咨询服务２万人次，发放２０种宣传资料
１０．５万份。编制《中学生健康素养３３条》和《小学生健
康素养３３条》健康手册，７８所中小学校７万多名学生
人手一册，荣获“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健康教育宣传作品设计
竞赛”一等奖。每月 １次在高邮电视台开设《健康讲
堂》专题节目。完成健康素养评估系统学习任务４１０３７
人次。江苏省健康教育工作信息化平台使用率１００％。

卫生监督　现场督查“五小行业”１１５０多家单位，
建成区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的卫生许可证持有率达

１００％，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持有率９５％。卫生监督信息
公示牌和量化分级管理全覆盖。建立“双随机”抽查机

制，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实行“双公示”，全

年办结各类卫生许可审批事项１１００余件（含临时证）。
开展集中消毒餐饮具专项治理４０多家，实地检查１３家
供水单位，监督约谈和行政处罚各１家。立案查处涉嫌
从事医疗美容等违法行为１２家。督查各类医疗机构
２４０余家，移送涉刑案件２件，１家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被
“记分”。实地检查１６家医疗卫生机构控烟工作，对２２
名吸烟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７家事发单位作出限期整
改意见书。共出动协管人员７８０余人次巡查学校、饮用
水、医疗机构和公共场所等单位１３９０余户次，发现违
法线索６３条。

疾病预防控制　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率、报告及时
率均１００％，总流调率、处理率９９．２４％。传染病发病率

·１２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１０７．７４／１０万。全年报告腹泻病人９９２９例，未检出霍
乱病人。新建完成甘垛、送桥、周巷、八桥、武安、卸甲、

龙虬等７个数字化门诊。预防接种副反应报告率、处置
率１００％。计免１１疫苗接种率９９％。新生儿乙肝疫苗
首针接种１００％，儿童脊髓灰服苗率９８．７％。全市共报
告５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禽流感监测６次，完成
１１０份外环境及暴露人群１４５份样品采样。五种慢性
病规范率９５％。血防查灭螺３６２４万平方米。血检完
成率１０１．５％，土源性线虫监测１０３３人。水质监测覆
盖率及完成率 １００％。公共场所监测合格率 ９３．３％。
１１家企业进行９种１２２个监测点开展职业危害因素监
测，样品合格率１００％。

妇幼保健　 下发《关于加强基层卫生计生工作融
合发展的暂行办法》，乡镇计生站不再从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全部由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印发《高邮市妇幼

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作实施意见》，完

成６个乡镇和１１２个村的整合，并已全部挂牌。市财政
安排专项经费６５万元用于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妇幼健康门诊规范化建设。全市婴儿死亡率

１８７‰，儿童保健管理率９６．５０％，出生缺陷率２．１５‰。
已连续８年未发生孕产妇死亡。孕产妇保健管理率
９９．０４％，妇女病普查率９５．９８％。农村孕产妇住院分
娩补助完成率１２３．１７％，农村妇女“两癌”率１００％，农
村妇女增补叶酸完成率 １３２．３０％。婚检率 ９４．５６％。
新生儿疾病筛查１００％。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
率为８５％。全市二代身份证避孕药具免费发放点实现
乡镇全覆盖。被国家卫计委审核确认为“２０１６年度国
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完成国家百姓生殖健

康促进工程试点市基线调查任务。

医政管理　５月１日起，全面实施分级诊疗制度。
市政府出台《高邮市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办法》，市卫计

委和市人社局分别出台转诊办法，制订统一规范的就诊

流程，建立高血压、糖尿病专病联合防治的诊疗新模式，

实现“首诊在基层”的双向转诊制度。高邮市人民医

院、高邮市中医医院与全市２１家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组
建县域内两大医联体，县级医院长期向基层派驻管理人

员和高年资骨干医生，派驻医联体专家在开发区、城北、

卸甲、界首、汤庄、龙虬等单位开设专病联合门诊。以高

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为突破口，重点开展以高血压、

糖尿病为主的 ＭＤＴ（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对全市
２２００多名卫生技术人员进行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登记验
证。组织申报省、市医学新技术进步奖４项。召开基层
医疗单位临床护理管理观摩会，出台《高邮市社区卫生

服务站（村卫生室）处方质量点评实施方案》，对１４名
医务人员执行了行为记录处理。实施全市二级以上医

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和全面停止门

诊患者静脉输液。出台《高邮市医疗服务重点环节沟

通指南》，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率６０％。
中医中药　９月份通过省级大型中医医院巡查。

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中医诊疗区（中医馆）建设
项目验收。全市建有５个省级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

２个省级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１０个扬州市
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组织开展中医护理人员培训班、首期中西医康复新

进展学习班，完成了第四期“西学中”函授班四门课程

教学任务。开展“扬州市名中医”师承结对带教工作，

启动第一批扬州市中医药名师工作室建设。在７家医
疗机构增设中医药文化广场和碑廊，更新市区中医文化

知识长廊。探索以市中医医院为龙头的医联体服务平

台，以“云大物移”（云平台、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等信息技术为手段，推出“邮城医驿ＡＰＰ”的健康云
平台。完成９家基层中医馆建设任务，定期开展中医优
势病种诊疗及护理服务。

计生管理　创成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新一轮全国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平稳实施“全面两孩”新政。全

市出生６７２７人，比去年同期增加１１５１人，二孩生育人
数占出生总数的４７．７％。全市统一使用江苏省生育登
记服务系统，登记一、二孩生育信息５６６９条，其中一孩
登记２８５５条、二孩登记２８１４条，审批照顾再生育１３３
例。全市新增奖扶对象７４０２人，新增特扶对象３３８人
（含江苏特殊情形２４０人）。兑现２０１４年企业退休职工
１７１２人和１９５４年出生的城镇无业人员１５１人。市财
政、市慈善总会调拨３０万元建立计划生育公益金，救助
计生特殊困难家庭１１４人１８．８５万元。８９２人享受居家
养老补贴 １０７．０４万元。２０１６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１０７．４３。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档率６３．３％，流动适龄
儿童及时建卡、接种，基础免疫接种率均９５％，流动孕
产妇和流动儿童健康管理率分别９９．６％、９８．３％。流
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达标率９７．１７％，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率９８．５４％。全市牵手致富妇女发
展项目总数为１２０个，参加项目生产总人数为 １５３６７
人，结对帮扶计生家庭数为７５８个。为３万多个计生家
庭办理“母婴安康优生优育筛查保险”“独生子女家庭

吉祥卡”“关爱女性综合保险”和“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

庭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等４项计生保险１８０余万
元，为近５００户家庭送去了保障和温暖。

（黄　斌）

仪征市

医改工作　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探索推进公
立医院人员编制备案制管理，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全年公立医院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４２．７％，较
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个百分点；每出院者平均药品费
２８３８．７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４．２元。建设“五个中心”
助推远程医疗。探索“互联网 ＋医疗”仪征模式，通过
跨区域合作，实施远程医疗建设项目。通过与６０多家
国内知名三级医院开展合作，引进上海、北京等地优质

医疗资源，帮助群众就近享受高端医疗服务。远程医疗

中心建立以来，共开展会诊业务近千例，市人民医院的

患者转诊率下降２０％。拟订《仪征市关于推进分级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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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方案》《仪征市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

实施范围》和可外转病种的目录。完善“一带六”医联

体模式，市人民医院与胥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紧密

型医联体；加强苏北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大仪、月塘、新

集三家农村区域医疗中心服务能力建设。规范基本药

物采购和使用管理，基层医疗机构着力解决短缺药品供

应问题，严肃查处目录外采购及网下采购行为；二级医

院重点提高基本药物使用比例，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在

完成岗位设置的基础上，推进建立竞聘上岗、按岗聘用、

合同管理的用人新机制。创新考核制度，将服务质量数

量、患者满意度、任务完成情况等作为考核内容。市人

民医院、中医院、鼓楼集团仪征医院柔性引进上海瑞金、

省人医、省中医、解放军总医院等医院专家。举办仪征

籍优秀医学人才返乡座谈会。２人入选省“３３３”工程培
养对象，２０名乡镇医生被省卫计委确认为“省优秀基
层骨干卫生人才”。市中医院赵冬娣被评为第二批省

优秀中青年临床人才。定向招聘１０名本科、１８名大专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计生工作　全年出生 ５０１０人，人口出生率
８８６‰，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９８％，性别比１０６．６５。制
订《仪征市生育登记服务实施办法》，做到首接负责，实

行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办理。全年共新增农村奖扶对象

２７０４人，特别扶助对象１１０人，累计发放奖特扶资金
１０９９．３９２万元，３３７名６０周岁以上特别扶助对象提高
标准；全年共有１５９１名持证退休职工和１０３名城镇非
从业居民领取计生一次性奖励金５０８．２万元。人口公
益金帮扶救助计生特困家庭２５４户３１．９万元；镇级关
爱女孩基金发放１６７人１６．９６万元。

医政管理　实施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加
强医师会诊管理，对二级医院医疗安全“核心制度”、病

历处方质量、“三合理”规范执行情况、医疗技术临床使

用情况、日间手术开展、预约诊疗服务、临床合理用血、

急诊急救等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对全市乡镇卫生院、个

体诊所、厂校医务室进行医疗废物和院感防治检查。启

动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创建三级综合医院和三级中医院

工作，持续改进医疗质量和安全。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

科、麻醉科被确认为扬州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妇产科为

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并与上海瑞金医院达成肿

瘤和生殖医学学科共建协议。市人民医院三级医院创

建工作通过扬州初评。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市人民医院

共有１１个科１６个病种开通临床路径管理，市中医院４８
个。全面推行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医院优护病房覆盖率

１００％。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
输注抗菌药物。在全系统开展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五

大行动”，即规范指南大培训、岗位实践大练兵、医护技

能大比武、专业知识大检查、城乡牵手大联合。先后开

展由省医学会主办糖尿病诊疗培训、医务人员“三基考

试”、基层医生读片竞赛、飞行检查等活动。参加扬州

基层练兵和技能竞赛取得３个第一名，１个三等奖，李
宝川代表扬州参加省赛荣获一等奖；参加扬州市社区医

生高血压、糖尿病规范性用药知识竞赛获团体第一名，

李春香代表扬州参加省赛荣获二等奖，并入选省队参加

长三角地区比赛获华东六省一市第一名。全市４０９１
人次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６９３３个单位；临床用血量：
红细胞类６１２１．５个单位、血小板１４１个单位、冷沉淀
５４９个单位、血浆４８９２个单位，自愿无偿献血占临床用
血１１３．３％。

中医管理　市中医院被省中医药局确定为２０１６年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新增２个全国
名老中医工作室。全面开展向儿童、老年人以及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中医药服务。扎实开展

中医药“六进”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

巡讲活动。１００％的乡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科、中药房建设达到标准，并能够按照中医药

技术操作规范开展６类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１００％的
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均能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

规范开展４类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县、乡、村三级医疗
机构相应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推广率、使用率均达

１００％。中医院儿科成为省中医重点专科，针灸科成为
第二批省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骨伤科

建成扬州市中医重点专科，中医脾胃病学、中医康复学

成为扬州市“十三五”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和中医

药重点学科培育单位。月塘卫生院、大仪卫生院针灸科

分别创成省示范和特色科室，真州镇、刘集镇卫生院中

医科分别创成省、扬州市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４家
村卫生室建成扬州市中医药特色村卫生室。加大中医

药人才培养。中医院赵东娣成为第二批江苏省优秀中

青年中医临床人才，高军入选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公布的第五期“３３３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名单，李有
武被评为第三届扬州市“医德标兵”，陈集镇卫生院糜

年峰、月塘中心卫生院翁业林成为第二批江苏省农村优

秀中医临床人才。

基层卫生　加快实施扬州市农村区域医疗卫生中
心建设，新集中心已于２０１６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开展
“双百双驻”行动，在全市开展百名市直医院骨干医生

进驻对口支援镇卫生院、百名镇卫生院全科医生进驻帮

扶村卫生室。１００％的基层医疗机构达省定标准。新
城、月塘卫生院创成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新

集镇卫生院创成“江苏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８个村卫生
室创成“省示范卫生室”。实施“四化工作法”，即网格

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多样化服务、标准化考核，推动家

庭医生真正走进家庭。以村为单位实现签约服务全覆

盖，全市共组建了８９支家庭医生团队，以重点人群（慢
性病病人、老年人等）为主，采取个性化签约方式签约

４２５６户家庭、８２４８个人，共提供上门服务４７８００人次。
陈集友好、马集恒华等８个村卫生室创成“省示范村卫
生室”。

公共服务　规范开展免疫规划服务，全年累计接种
１５．３万针次，平均接种率９８．５％，安全注射率１００％；全
市有１３个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数字化门诊３个，在建
数字化门诊４个。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共报告甲、乙
类传染病８种６３７例，报告发病率１１０．６３／１０万，艾滋

·３２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病、血吸虫病、肝炎、结核病等重点传播疾病防控工作规

范有序。开展重点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１５３例，及时处
置１４起幼儿园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和２起水痘疫情。
启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完善健康档案内容，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底，建立健康档案４９．７７万份，建档率８８．１６％，合
格率９３％；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体检４．９４万人，健康管理
率７０％。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卫生应急预案，加
强仪征市人民医院等医学救援基地的建设，建立健全组

织机构，开展人员培训，提高救援机构和专业人员应对

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和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创成“省级

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市”。

妇幼卫生　全市产妇总数４４０６人，活产４４５２人，
孕产妇保健管理率１００％，产前筛查率９４．５３％，住院分
娩率１００％，分娩机构剖宫产率３７．７１％，出生缺陷发生
率３．４８‰，婴儿死亡率２．０２‰，新生儿死亡率１．３５‰，
无孕产妇死亡。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 ９９．９５％，
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７．０４％，５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２．９２‰。实行婚检“一站式”服务，婚检率９２．３８％。
大力推进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２０１６年全市农村妇
女叶酸增补２８７４人，任务完成率１１３％；住院分娩补助
２１９４人，任务完成率１０２％；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
婴传播检测咨询率１００％；开展“两癌”筛查项目全市共
完成２５４７１人。

爱国卫生　召开全市病媒生物控制先进城市复审
迎查大会，开展秋季病媒生物集中灭杀活动，全市“四

害”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顺利通过省“病媒生物

控制先进市”复审确认。陈集镇建成国家卫生镇，新集

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确认；刘集镇建军等６个村创成
省级卫生村，陈集镇杨庄等３个村建成扬州卫生村。完
成农村改厕５９２座，其中三格式４７９座，生态改厕１１３
座，超额完成全市改厕目标任务。完成水质监测４８个
点９６份水样，水质合格率９８．９％，实现枯水期、丰水期
监测全覆盖。全面推进“十大主题健康促进行动”和

“健康单位”创建活动，建成健康促进医院 １个，企业
２个，学校 ３个，机关 ４个，社区 ３个，广场 ２个，步道
３条。完成健康素养水平监测任务。开展“爱国卫生
月”活动和健康社区行集中行动，全年完成“健康社区

行”等各类宣传教育活动２６３场，其中咨询义诊９８场，
讲座１６５场。

法治建设　市卫生监督所被江苏省卫生监督所表
彰为基层卫生监督工作先进单位。共监督 １３７０户，
２０６２户次数，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２７６份，监督覆盖率
为１００％；受理立案行政处罚案件２３起，移交公安部门
处理１起，合计罚没款５．２２万元；开展打击无证游医、
黑诊所专项整治，查处非法行医４起。

（季邱萍）

江都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江都区全年出生人口８０５２人，出生

政策符合率９９．９９％，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８．８７，人口自
然增长率－１．０３‰，连续十一年负增长。全区乡镇医疗
机构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４个、建制镇（中心）卫生
院１２个、分院２３个，另有民营医院５个、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站８个、村卫生室２９６个、厂校医务室１５个、各类
门诊部、诊所５３个。全区医疗机构编制床位４３０６张，
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床位４．２８张。２０１６年各类医疗机
构门诊５５８万人次，住院９．９万人次。全区卫计系统现
有在职职工３４５８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２８５３人，平均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１．８８人，卫技人员中有中级
职称人员１４２９人、副高职称以上人员３８９人。在岗在
册乡村医生８００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至５４５
元，其中个人缴费１２０元，各级财政补助４２５元，全区参
合人数７５．４８万人，新农合基金总额达４．２７亿元。全
年结报住院患者７７７８２人，补偿金额２９６３４万元，其中
补偿万元以上６９９２人，１０万元以上２４人，政策范围内
补偿比达７８％（区内）。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门诊
特殊病种报销，每人每年可享受最高１０００元的一次性
补偿；提高住院报销比例，区内一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报销比例分别８５％和７０％。在全区建立新农合定
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评审制度，实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

构分级分类管理。推行大病保险制度，３６６９人次获得
大病保险二次报销，总额１７８４．９万元。

卫生基础建设　启动江都人民医院异地新建工程，
地点位于江都区滨江新城境内，占地３５０亩，总建筑面
积３２万平方米，拟设置住院床位 １５００张，康复床位
８００张，经初步测算，建设总投资约１９．５亿元（含医疗
设备、征地、拆迁等相关费用），预期２０１８年底一期工程
建成投运。按照二级医院标准，全面推进大桥、邵伯、小

纪、真武四大农村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其中大

桥异地新建，占地４７．３亩，建筑面积３．２万平方米，规
划设置床位约４００张，总投资约１．８亿元；邵伯改扩建
面积３８００平方米，床位约１００张，总投资约１５００万
元，上年底已经投入使用；小纪异地新建，占地４０亩，建
筑面积１．７万平方米，床位约１５０张，总投资约５５００万
元，上年底主体工程已完成验收并开始装潢；真武异地

新建，占地２０亩，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床位约１２０
张，总投资约５０００万元，上年底门诊病房楼主体工程
已封顶。

医改工作　江都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第
四人民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五家公立医院，实行二次价

改，共减少收入１３６２万元，减少的收入全部由财政予
以补偿，医疗服务价格上调部分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组建以江都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区三

院、二院和小纪中心卫生院及其所属各分院等医疗机构

为成员单位的医疗集团，１２月份挂牌，执行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出台《关于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明确到基层卫生院就业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大专

生一次性补助政策。设置多层次医联体。江都人民医

院、小纪、大桥、真武、邵伯中心卫生院五家单位加入扬

·４２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联合体，７月２２日在小纪镇举
行成立仪式；以江都人民医院、中医院和扬州洪泉医院

为牵头单位，全区一级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为成员单

位，组建三个区镇村医疗联合体，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

全覆盖。成立妇幼健康中心、检验病理中心和卫计信息

中心等三大技术共享中心。取消宜陵中心卫生院等１０
家医疗机构的助产资质；各基层医疗单位除开展三大常

规检查和急诊标本外，其余的检验病理标本全部送到检

验病理中心检测；卫计信息中心以江都人民医院现有技

术力量为支撑，建立区域性信息平台，目前已正式启动。

妇幼卫生　孕产妇死亡率０，婴儿死亡率１．２６‰，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２．３７‰。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
５２０３人，总金额２６０．１５万元，补服叶酸人数３９０２人，
农村妇女两癌筛查２５０００人。妇女病普查１３９７９４人，
普查率９９．５０％，剖宫产率４２．１７％。孕早期产前检查６
９９６人，检查率 ９７．５９％；产后访视 ７０８３人，访视率
９８８０％；产前筛查６３８８人，筛查率９０．１６％。孕产妇
艾滋病病毒、梅毒和乙肝表面抗原检测７０８５例，检测
率１００％。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１６年本区共报告甲、乙类传染
病１１种，计１１０１例，发病率１０３．９３／１０万。肠道门诊
共登记腹泻病人４３５５例，对疑似病人、渔船民等重点
人群采样检索 １２０９份，检索率 ２７．７６％。区全人群
ＨＩＶ检测率１０．２２％，为２１０人实施抗病毒治疗，新建
１３个艾滋病检测点。全区五苗覆盖率９９．１５％，全年接
种疫苗１６０４５２针次，异常反应报告率为０．８５‰。血防
查螺面积２９７８万平方米，灭螺面积６２７万平方米，艾
滋病流调随访率１００％，治疗覆盖率８８．９８％，免费检测
咨询９７３人，高危行为干预４２８２人次。

卫生监督　取消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４类公
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并对已颁发的上述４类公共场所
３５５家单位卫生许可证进行注销。全年共受理公共场
所、集中式供水单位、放射诊疗机构许可申请１５７家，办
结１３０家，其中公共场所１２４家，集中式供水单位１家，
放射诊疗机构５家；延续、复核（校验）许可证３３４家。
全区８６５家沐浴、美容美发、游泳、住宿场所量化分级管
理率１００％，其中Ａ级２４家，Ｂ级４７６家，Ｃ级３６５家，Ａ
级和Ｂ级单位数量及占比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有所提高。公
共场所监督抽检８６０家，合格８００家，合格率９３．０％。
每季对生活饮用水水质监督抽检一饮，合格率为

１００％。开展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医院感染管理、
医疗废物处置、非法行医等系列专项监督检查和抽检。

通过卫生应急规范化建设示范区省级验收。全年共立

案查处各类适用一般程序卫生违法案４６件，已查结４２
件，其中涉及公共场所卫生２２件，涉及医疗服务１４件，
涉及放射卫生４件，涉及传染病治２件，罚没款人民币
６．３万元。办理简易程序案件４２件，罚款０．２３万元。
另有１起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一起涉嫌构
成违法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无行政复议案件

被撤销、变更和行政诉讼败诉案件。

爱国卫生　全区完成改厕任务４８００座（含生态改

厕４００座）。郭村镇通过扬州市卫生镇复审，１０个省级
卫生村通过复审，新创９个省市级卫生村。以“健康江
都社区行”为抓手，全区开展健康教育讲座２０５场次，参
加讲座人员１３３１６人次，开展妇女儿童保健、重大传染
病防治等咨询宣传活动１７５场次，咨询人数２４３１５人
次，发放各类宣传单、折页１０万余份。创成健康广场
３个、步道４个，健康社区３个、健康机关４个、健康企业
２个。全区城市８个点、农村４８个点被列为省饮水安
全监测点，分别进行枯、丰水期重点监测，采样１２８份，
检测４３５２项次，合格率均１００％。

公共卫生　按人均５０元标准免费实施１２类４６项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８５．７万份，
建档率８５．１％，全区２９６家村卫生机构全部实行基本
药物制度，并对规范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开展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的村卫生机构进行资金补助，共下发村医

补助资金１８２５万元。对全区２９６家村卫生机构进行
校验，全区所有在岗村医参加意外伤害险，９８％的村卫
生机构参加医疗责任险。樊川镇永联村、真武镇东明

村、吴桥镇万寿村、武坚镇花庄村卫生室创成省示范村

卫生室。仙女、郭村、宜陵、丁伙４家单位预防接种门诊
创建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乡镇卫生院领办村卫生

室２５６家，领办率８６．４９％；全区２９６家村卫生机构均开
展签约服务，累计签约４０１５９户、８６８８９人，其中个性
化签约１６１３１人。

医政管理　全年门急诊总人次 ５５８万，住院人次
９．９万。组织全区所有公立一级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
任险，执行医疗争议报告制度，落实医疗纠纷责任追究

制，共妥善处理来电来访３５余起，调解１０起医疗纠纷。
推进全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预约诊疗、日间手术、临床

路径管理等工作，构建分级诊疗机制。为基层医疗机构

根据实际需求配送省卫计委计划医疗设备３５件计２００
万元；组织二院肛肠科、真武中心卫生院针灸科、永安分

院耳鼻咽喉科、周西分院肛肠科申报省级特色科室；开

展基层医疗岗位练兵竞赛活动，组队参加扬州市级竞

赛，四个项目全部获得二等奖；城区二级医院４２名拟晋
升职称人员全部安排至地处偏远、医疗力量薄弱的基层

卫生院对口支援。对全区一级医疗机构及个体诊所院

感管理进行了拉网式检查，举办院感全员培训闭卷考

试。举办以优质护理服务为主题的护士演讲比赛及优

秀护理团队、优秀护士长、优秀护士评选等系列活动。

完成４４家医疗机构的现场校验工作和辖区内医疗机构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采购印鉴卡集中延续换证

工作。２０１６年，举办各类培训班７个，近８００人次参训；
选派９名医务人员赴上级医院进修；组织４０名新录用
医师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规范化培训率１００％。

中医事业　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创建工
作，通过省市二级评估。所有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统一按标准设置中医诊疗区，规范设置中药房，

达标率１００％。丁伙、丁沟二家卫生院创成扬州市乡镇
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大桥中心卫生院、真武中心卫生院

及吴桥镇卫生院、宜陵中心卫生院、砖桥社区卫生服务

·５２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中心通过省示范中医馆建设单位评估。宜陵中心卫生

院通过江苏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评估。基层中医

药治疗参与率超过３０％。所有社区卫生服务站及村卫
生室都能提供中医药服务，１２２家村卫生室配备中药饮
片，占比超过４０％，其余单位实行医院配送。江都中医
院开设“名医堂”，“骨伤科”顺利通过省中医重点专科

验收。“肿瘤科”通过扬州市重点专科验收；“脑病科”

“眼科”通过扬州市重点专科复查。依托扬州名中医奚

社苗建成“名师工作室”平台，江都人民医院辟新址，按

三级医院标准规范设置独立的中医诊疗区，配备中医专

科诊疗设备，江都妇保院根据规范要求新设中医科。全

区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医务人员８００余人；培训住院医
师２２人，培训率１００％；实施青苗培养工程８人，培训率
１００％。中医药文化知识普及率１００％。老年人中医药
健康处理服务覆盖率 ６２．５％，儿童服务覆盖率 ７２％。
举办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

活动。

计划生育　下发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工作方案及生
育登记服务实施方案，做好全面两孩数据监测工作，

２０１６年共出生８０５２人，其中一孩４６３０人，二孩及以上
３４２２人，二孩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２０１６年共核查新
婚信息１３９５２条、婴儿申报户口信息８２１６条、死亡信
息９３９８条、儿保信息 ４６４９条、出生医学证明信息
４５６４条。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列为政府办实事项
目，全年检测 ３３１０对，项目完成率 １００％。巡回开展
“两癌”筛查，全年为９个镇２００多个村２．５万名妇女提
供了体检、Ｂ超、乳腺及相关妇科检查，对阳性患者及时
转诊，并进行追踪随访。６０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伤残、
死亡特扶对象扶助金发放标准，每人每月增加２００元。
农村奖扶新增８１０９人，特扶新增２９２人，全区２０１６年
发放奖扶４５５０３人、４１４２．５９万元，发放特扶１６４４人、
１０９９．８２万元，发放计生手术并发症对象４５０人、５４．２６
万元，共计发放５２９６．６７万元。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
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活动。完成大桥镇永济社

区和三江营村入户调查以及问卷上传工作。制订《江

都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全年共为

流动人口建立电子健康档案１８９８８人次，建档率８８％。
举行合肥—扬州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区域协作签

约暨工作站挂牌仪式。启动关爱留守儿童试点项目，项

目名称：关爱留守儿童，呵护健康成长。

（李志远）

邗江区

医改工作　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
卫生服务站全部配备基本药物，并严格执行药品零差率

销售政策。全年采购基本药物５０７１．２万元，同比下降
７．７％，业务量同比上涨２．３％。对重点监管的药品，坚
持每月动态监测、每季度分析，同时建立预警通报机制；

开展处方病历点评，门急诊处方合格率和合理用药水平

明显提升，与上年度相比，门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下

降７．８７％，门诊患者输液下降１０．１４％，抗菌药物输液
率下降７．１８％。区内所有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区妇幼保健所均与市级相关医院结成纵向医联体，基

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新格

局初步形成。新农合惠民效果彰显扩大。全区参合率

１００％，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５４５元。２０种重大疾病全
部实行定点救治联网结报，报销比例７０％。社区卫生
服务站、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报销比例提

高５个百分点，分别６０％、５０％。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继续实行住院患者按床日付费，报销不分项目

范围，报销比例９０％。“报补进社区”实现全区全覆盖。
计划生育　制订《邗江区全面两孩实施方案》。共

办理生育登记３６１９例，其中二孩生育登记办理１５０１
例，再生育审批３２例。全年累计向１３５９１名奖扶对象
和６４３名特扶对象发放奖扶金１６９４万元；向１４７９名
持证企业退休职工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４４３．７万元；向终
身无子女夫妇发放扶助金１２万元。出台《关于进一步
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

流动人口信息入库率 ９５％，规范化电子建档率 ６０％。
建立社区“新市民驿站”、企业“新市民之家”、行业流动

人口协会，搭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平台。以“幸福家

庭，文明邗江”为主题，开展家庭健康促进、发展扶助行

动等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

公共卫生服务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
至５０元，切实落实１２类４５项服务项目。累计建立居
民健康档案４９．６万份，建档率８８．９％，更新居民健康
档案４２．３万份。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老年人、慢性病
人、残疾人等为重点，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制定

个性化签约服务方案，全区以村为单位，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覆盖面达１００％，其中个性化签约１０７５４户，签约
居民１１３７６人。实施《育龄群众“健康·幸福”工程》，
推进系列化、标准化项目服务。６家单位创成市级妇幼
健康规范化门诊。免费为１７６１０名妇女筛查“两癌”，
查出并及时治疗“两癌”病人１５例。分别为２１２５对、
１６３３对夫妇提供免费婚检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在全
市率先完成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作。

严格执行疫苗管理使用各项规定。一类疫苗免费预防

接种率持续稳定在９５％。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覆盖率
１００％，艾滋病防治圆满完成省“十二五”规划要求，重
性精神病患者管理、职业病防治工作扎实推进。甲、乙

类传染病发病率１０８．４９／１０万。利用无人机航拍、机械
筑圩引潮药物灭螺等创新技术巩固血防成果。汊河街

道、公道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槐泗镇通过国家卫生

镇验收，甘泉街道创成省卫生镇，在全市率先实现省级

卫生镇全覆盖。新增无害化卫生户厕５００座，其中生态
式户厕４００座。新建健康体育公园（广场）４个、健康步
道４条、健康机关１２个、健康社区和健康村１０个、病媒
生物防制示范小区１３个。开展“健康邗江社区行”活
动１８９场次，编发《健康生活方式指南》５万册。

基本医疗服务　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建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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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公开招聘２６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基层
医疗卫生单位。引进１名副高专业技术人员、２名中级
专业技术人员。定向代培８名本科、５名大专、１６名中
专农村医学后备人才。继续开展医疗质量安全、“三好

一满意”“争当医改实践者、争创服务新品牌”、白求恩

杯竞赛等专项活动，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

瓜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科、公道中心卫生院理疗

科、黄珏卫生院皮肤科创成市级特色科室，双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医康复科创成省级特色科室。杨寿中心

卫生院入选国家级“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杨寿卫生

院创成市级示范中医科，方巷镇方巷社区卫生服务站、

蒋王街道何桥社区卫生服务站被评为扬州市首批中医

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站。

党风廉政、作风建设　黄珏卫生院刘刚荣获 “中国
好人榜”之“敬业奉献”好人称号，汊河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刘仁富被评为“全省优秀基层医师”，区疾控中心王

远龙入选扬州市十佳“最美医生”，蒋王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卞祖山被评为区级劳动模范，全区１５名同志入选
全省基层卫生骨干人才目录。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

章３４０篇；发表国家级学术论文２２篇、省级３篇、市级
５篇。依法行政和综合执法严谨规范。清理出１９７项
权力事项，并逐项编制办事指南。实施《双随机抽查机

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加大出生人口性别

比综合治理力度，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两非”专项

行动。集中开展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

动。健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各项要求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创新开设“学政治理论、学法律法规、

学业务知识”“三学”讲堂。开展正风肃纪专项督察以

及效能建设明察暗访。推进内部审计常态化。严格执

行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规定。邗江区荣获“全

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被省政府命名为

“‘十二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在市卫计委年度重

点工作目标考核中，邗江区卫计委被评为先进单位。在

区委区政府年度综合考评中，邗江区卫计委被评为区级

机关目标管理和作风建设先进单位，并获得区级机关部

门“三争三引”专项奖。

（张青松）

广陵区

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２个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汤
汪区域中心１．１万平方米全部投入使用，运行质态良
好，多次作为扬州１８个区域中心的样本接受各级视察
和考核；李典区域中心主体工程如期封顶，同步进行装

修方案设计和施工招投标。完成区妇保所２８００平方
米标准化建设并挂牌运作，承担起全区妇幼健康的相关

职能，头桥医养综合体项目建设前期规划、国土、建设等

手续全部完成，进入审图挂网招标阶段。

综合医改　７月１日起，停止门诊抗菌药物静脉输

注；１２月底，全面停止门诊输液。全年药占比下降６％，
门诊、住院均次费用分别下降３．３％和７．２％。在汤汪
率先加入苏北医疗集团后，其余医疗单位陆续与苏北人

民医院、扬大附属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形成帮

扶关系，实现医联体全覆盖。在１１个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面铺开“三个一”工程，制订形式多样的签约服务

包，让居民自己按需“点菜”。多次召开家庭医生、居民

代表、签约人群代表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不断修正和

优化签约服务内容。全年累计签约４．２万户１０万人，
签约率分别 ２８．８％、２３．０％，其中个性化有偿签约
８４５８户１．８万人，签约金额 ３４１．１万元，履约金额
１２５２万元，家庭医生的脚步逐步走进千家万户。

公共卫生服务　调整和优化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
目内容、规范标准和年度目标。举办专题培训２次，覆
盖到主任、院长等不同人群１５０人次。建立月现场例会
制度，每月选择１～２个基层单位，开展针对性督查与点
评，完成“我是公卫宣讲人”选拔和全区巡讲活动筹备。

上年底，邀请第三方进行绩效考核。由政府办牵头成立

妇幼健康和重大妇幼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财政补偿

机制。在沙头镇试点推进计生与妇幼保健资源整合。

与民政部门商谈开展免费婚检“一站式”服务，邀请加

拿大健康管理中心、原北京三院专家就女性健康管理、

“两癌”筛查等进行授课。“两癌”筛查１．２万人次，各
项指标均达到省市标准。完成１００座生态改厕任务，再
建３个病媒防控示范小区，“健康扬州社区行”完成２８０
场次，首次开展７个乡镇２８个饮用水监测点的监测任
务，申报创建健康促进学校金奖４家，申报省级示范健
康单位９家、省级健康社区（村）４家；在曲江公园打造
健康主题公园，在头桥镇新华村建设“口袋式”健康公

园；国家卫生镇沙头镇及省级卫生镇湾头镇、省级卫生

村头桥镇大同村、沙头镇潮龙村复审全部通过。

计划生育　办理生育登记２３２６件，其中一孩１６１０
件、二孩７１６件、三孩及以上再生育审批 ３３件。出生
３１８４人，其中一孩出生２１４０人，出生率６７．２％，二孩
出生１０２６人，出生率３２．２％，二孩出生率较上年同期
提高７．１％。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８．８。推进流动人口婚
育证明电子化改革，圆满完成曲江街道２个国家调查点
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任务，启动汶河街道流动人口社会

融合项目试点工作。全面兑现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

安排财政资金１７００万元，发放农村奖扶、特别扶助、退
休企业职工和城镇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计１１６４５人
次。４１２名６０周岁以上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扶助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月６００元、７００元，为７５４名计生特殊家
庭成员购买每人１５０元的意外保险。

卫计相关工作　委新增医改信息科，增挂行政服务
科，更名２个业务科室，强化纪检监察职能，科室设置更
合理优化。卫生监督所顺利参公。邀请南医大教授举

办医疗法律法规知识及医疗纠纷防范处理培训班，邀请

扬大附属医院专家开展各级各类临床知识培训，承办全

市医疗废物现场观摩会，对１６４家医疗机构７９２名执业
（助理）医师进行定期考核，抽取 ９０名医务人员进行

·７２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三基”考试。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举办护

士节文艺会演暨优秀护士、优秀护士长表彰活动，举办

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２２场次。出台《基本药物采购与
监管办法》，规范采购基本药物４３００万元。加强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抽取门诊处方和住院病历进行

综合评价，典型案例在大会交流点评。新农合人均筹资

标准５４５元，实际筹资５６０元，参合农民１４．５万人，参
合率９９．２％，为４．２万户５２．４万人次报补７３４２万元。
在沙头中心和汤汪中心试点按床日付费，在区中医院筛

选５个病种试点单病种限价，在市直定点机构实施混合
支付方式，委托中国人寿扬州分公司开展大病保险报补

业务。全区无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１０８／１０万，预防接种冷链监测 １００％，接种率保持在
９５％，４８２户公共场所综合卫生监测全部及时到位。下
发行政执法４项核心制度，完成编制标准化行政权力清
单１９７项和２０２个办事指南，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在信
用平台“双公示”４９６条，启用电子证照联动监管。查处
各类卫生计生违法案件３５起，罚没款１１．２万元。首批
遴选１６名省级骨干医生，调剂市名中医、骨伤科专家各
１名，招录１９名医学毕业生，４名学员与市名中医结对
拜师，定向培养６名农村医学专业人才，订单定向培养
１１名本专科卫生人才。开通运行“广陵卫生计生”官方
微信公众平台，累计推送图文信息３１０篇，阅读量６．３
万人次。

基层服务能力　区中医院对相关科室进行提档升
级，改建医疗废物暂存地，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新购西门

子１６排螺旋 ＣＴ投入使用；２名医务人员在全市中医
“三基”考核中分别获得第二名、第三名，江蓉荣获区

“做合格党员·当广陵先锋”主题演讲比赛一等奖。口

腔医院积极引进新技术２项、使用新材料，成功开展全
市首例半口无牙颌即刻种植修复手术，口腔学科在全市

领先。汤汪中心中医骨伤科创成市特色科室。门诊患

者１６．４万人次，住院患者１３０４人，业务收入近１６００
万元，年终考核连续三年位居榜首。文峰中心大力推进

“三个一”工程，再获省级精神文明单位称号，３名同志
代表扬州在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获得团体

优秀奖。头桥中心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全部完

成，基本公卫考核获市级优秀，付宝鼎事迹登上国家演

讲台。创成１个市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站，李典卫
生院推进医疗质量精细化管理，新坝卫生院集中利用

３个月时间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４７１７户，意向性签
约有偿服务１９３万元。完成２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
其中１个创成省级示范；沙头中心投入３０万元新建儿
童接种数字化门诊，育新站通过省级示范村卫生室验

收，妇儿保门诊通过市级验收，曲江中心投入２５万元新
建服务站１个，湾头中心增加 Ｂ超检查项目，推广中药
敷贴适宜技术。

（刁益康　张达明）

·８２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镇　江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９４３ ６ ０．６４ 卫生人员（人） ２３３２０ ６６８　 ２．９５
医院（个） ４５ ２ ４．６５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１８９８５ ６１２　 ３．３３
床位（张） １４６３７ １４７ １．０１ 乡村医生（人） ４８０ －６９　 －１２．５７
医院床位（张） １０４３２ －３５５ －３．２９ 个体开业人员（人） １３３７ １０８　 ８．７９
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张） ３．２８ －０．１２ －３．５３ 平均每千人口卫技人员（人） ５．９８ ０．１９ ３．２８

人

口

总数（万人） ３１７．６５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人次（万） ２３９９．１８
门诊人次（万） ２１８８．５７
急诊人次（万） １３７．８１
住院总人次（万） ３７．５４
出院总人次（万） ３７．４２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１３４０３８．１２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３３．７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分率（％） ３．８１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４７５９１２．４１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１１３０４４．７８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元） １４２．２８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 ７８５４．６９

　　一、卫生改革
编制“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编制目录，

建立“十三五”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为核心和２３个专
项规划为支撑的规划编制体系，印发镇江市“十三五”

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健康镇江（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行动方
案、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规划；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卫生

计生项目管理，编报“十三五”中央投资建设卫生计生

项目储备库，出台《镇江市医疗卫生计生领域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编制全市“十三五”大型

医用设备配置规划，组织３次市级评审，１３台设备全部
通过省级评审。康复集团市儿童医院搬迁至市第四人

民医院，江滨集团成立市三院儿科工作站，丹阳市建成

４．６万平方米的住院大楼，累计投资３．５亿元，设置产、
儿科床位２５０张；句容市投资２亿元异地新建妇幼保健
院，预计建筑面积２．８７万平方米；扬中市妇幼保健院建
设项目经市政府批准。市妇幼保健院与句容市、润州区

等机构组建联合体。建立公立医院管委会体制，理顺市

政府、医疗集团理事会之间的权责关系。辖市同步建立

公立医院管委会体制，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全

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草药）２８．８７％，同比降低１．６２
个百分点，百元医疗收入卫生材料消耗同比降低 １．２
元，门诊均次费用同比增长４．５４％，出院均次费用同比
降低０．５６％，医疗收入增长５．１３％。市财政安排公立
医院债务化解资金 ４０００万元，辖市区安排化债资金
２３１４万元；对接全省医药价格改革政策，第三次调整公
立医院医药价格。推进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推进编制备

案制改革，规范用工行为；完善市直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制度。两大医疗集团联合实行量价挂钩、招采合一，实

现二级以上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衔接，全市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共采购基本药物３．９亿元，减轻群众医
药费用负担约１．６亿元；完善短缺药品储备及调用机
制，市级短缺药品储备品种扩大到３５种；市三院与国药
集团合作推进药品内外供应链改革试点。

二、农村卫生

２０１６年，全市参加新农合人口 １６０．７８万人，参合
率１００％。人均筹资标准６２６元，各级财政补助４５０元，
人均筹资能力高于省定标准。县、乡两级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为 ７８．１９％。继续做好按病种、按人
头、按床日付费制度。制订《镇江市城乡卫生对口支援

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６年版）》，新增５家家庭医生创新服
务模式试点单位，累计已达９家。以高血压、糖尿病等
重点人群为重点，制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每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服务包均２个以上。涉农地区全部实施乡
村医生签约服务。对全—专联合门诊实行“三统一”：

即统一标识标牌、服务流程和服务规范。扩大全—专联

合门诊覆盖面。会同编办、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物

价局等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在丹阳、句容、扬中开

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三个辖市共获得

１１０个免费培养名额。组织完成省卫计委基层卫生人
才“百千万”提升计划等培训项目，制订２０１６年镇江市
城乡基层卫生人员培训计划，遴选３８个项目列入计划，
共开展各类培训１０余次，培训基层医务人员１８６５人
次。做好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人员实践技能考核工作，

·９２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１７名学员考核通过率１００％。
三、基层和公共卫生

２０１６年，２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选全国百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６家卫生院被评为国家“群众满意的乡
镇卫生院”，１１家省级示范村卫生室创成，４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获省级专项建设资金，７个市级特
色科室得以培育，建成或正建特色科室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占比 ３８．２％。开展慢病管理基层医务人员培训
２１３７６人次，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
实际招录本科６０人、专科３７人；开展基层卫生骨干人
才遴选，在遴选的１８３名基层卫生骨干人才，有１１０人
被确认为省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参加省基层卫生岗位

练兵和技能竞赛，分获３个二等奖、１个三等奖及“优秀
组织奖”；医务人员轮岗制度化形成，市区下派对口支

援医师１１３名，组织３２名乡镇和７１名乡村医生开展务
实进修。全面推进省级联网医院“六统一管理”；建立

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扩大按病种付费的病种

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５５元，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负责制，１２类４６
项服务项目全部落实。住院分娩补助、叶酸补服和“两

癌”检查任务完成率分别１０７．７％、１０４．６％和１０６．４％，
补助标准分别５００元／例、２４元／例和１２８．６元／例。

四、疾病预防和卫生应急

全市报告甲乙类传染病病种１４种３２２５例，同比
下降１３．７９％，无甲类传染病病例发生；以乡镇为单位
６岁以下儿童１１种一类疫苗接种率９５％，预防接种专
项活动顺利通过省级考评；全市结核病疫情呈整体下降

趋势，肺结核患者住院率下降至４１％，减轻患者负担近
１０００万元。全市检测艾滋病病毒３２．６万人次，感染者
和患者社区随访管理率９２．６％。全市查螺近１．５亿平
方米、灭螺３７００多万平方米、查治患者７．２万人，丹徒
区、润州区通过省级血吸虫病传播阻断考核，丹阳市通

过省级血吸虫病传播消除考核；全市连续１０年未发生
急性血吸虫病感染疫情，通过省级消除疟疾考核。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３．７４‰，管理率９３．４１％。实现省
级卫生应急工作示范（规范）县（市）区全覆盖，有１３个
乡镇（街道）—市级卫生应急规范建设标准。打造急救

科技体验馆二期工程，实施全民自救互救覆盖式培训，

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六进”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的普及

各类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知识。全年共参与保障各类重

要活动１２６场次。镇江市、丹阳市均以历史最高成绩通
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并被确认为“病媒生物单项控制

达标先进城市”。改水改厕。全市完成改厕４００８户，
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９６．９３％，丹阳市获得“２０１６年
省农村改厕示范县”称号；全市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继

续实现“五个全覆盖”。组织开展市级健康宣传咨询活

动１１次、健康素养巡讲１４场次；扬中市通过全国首批
健康促进县评估。食品安全。丹阳等３家县级疾控中
心建成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县级分中心，市一院等５家
医院建成省级哨点医院；食源性疾病等２０类风险监测
任务全部完成。无偿献血满足临床用血需要，全市血站

核酸检测实现全覆盖，市中心血站以总分全省第一通过

第七周期省采供血机构技术审查和执业评审。

五、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顺利通过“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省级文明单
位”考核；机构及人员正式实行参公管理。出动监督员

２．３５万余人次，检查４．３３余户次，现场快速检测和监
督抽检３６００余份样品，开展各类专项整治１４１类次，
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１９２件，罚款５１．２９万元，没收
违法所得２１．２６万元。全年许可审批办件共５１８８件，
其中省级８件、市本级２７６１件，其余为辖市区所办件。
开展“监管零收费、服务零距离”活动减免各类规费、培

训费２２．８万余元，零距离服务６８００余户次。共受理
各类投诉１４９件（市级２３件，辖市区１２６件），投诉举报
内容查实９０件。其中医疗卫生类１０９件，公共场所类
２８件，生活饮用水类４件，其他类８件；处理市卫计委
“局长信箱”投诉 ２件，处理市卫计委群众信访来信
２件，所有办件结案率、群众满意率均 １００％。在“五
小”行业全面落实“一个公示牌、一本指导手册、一封公

开信、一个管理制度、一套卫生标识、一本规范台账”

“六个一”管理，开展“６＋２”管理服务模式。检查各类
公共场所１．６６万余户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１０８起，罚
款１６．４６万元。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检查供水单位５２０
余户次，监督抽检水样１３７份，合格率９７％。检查各类
学校、托幼机构２５１所、４００余户次，出具文书１５７份，行
政处罚４起。开展各类健康相关产品监督抽检，抽检样
品份５２７份，合格率９９％ 。承担针对调味品类别的《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食品营养强

化剂使用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四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跟踪评价工作。查处非法行医５４起，移
送公安机关 １１件，罚款 ２６．６２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１４５５４１万元，没收医疗器械及药品２４０余件。

六、计划生育和妇幼健康

顺利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办理生育登记２０７９５人，
其中一孩１２９０５人，二孩７８９０人；办理再生育审批３７５
人；扬中和丹阳市建成为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

位。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全面落实，发放各类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资金１２６６３．９万元，惠及群众１２．１万人；对
符合政策的年满６０周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
对象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６００元、７００元；
加强计生特别扶助对象医疗服务，为计生特扶对象提供

就医绿色通道等五项医疗服务。帮扶“失独”。将市区

４４１名６０周岁以上“失独”人员纳入全市社会养老服
务；为市区 “失独”家庭１０４３名救助对象购买“国寿意
外伤害保险和住院护工保险”。句容市新建成幸福家

庭省级项目县（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率、

健康档案建档率分别８５％、７７．５２％；辖区内居住满３个
月的０～６岁的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率９５．６５％；流动人
口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率 １００％；流动孕产妇和
０～６岁儿童免费建立保健手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技术
指导咨询服务覆盖率９６．７５％，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
率９８．３３％。制订《镇江市“十三五”妇幼健康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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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６年镇江市重大妇幼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等，修订《镇江市体弱儿分类

分级管理办法（试行）》《镇江市高危儿分类分级管理办

法（试行）》和《镇江市高危孕产妇分类分级管理办法

（试行）》。与市编办联合下发《关于优化整合妇幼保健

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的实施意见》，指导全市开展

资源整合工作。丹阳市、扬中市、丹徒区、京口区和润州

区也先后完成县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的整合或下发整合文件，全市４４个乡级计生服务机构
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职能整合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共下派４名妇产科、儿科医生进行对口
帮扶，累计工作日１３５天。提升能力。推进市、县两级
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设。市级救治中

心完成４５例危重孕产妇和５３５例危重新生儿救治任
务。继续开展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免费优生健康

检查工作，婚检覆盖率 ９０．３３％，孕检任务完成率
１０４．９％。制订《２０１６年镇江市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
助项目实施方案》等三个方案，住院分娩补助、叶酸补

服和“两癌”检查数分别占年初下达任务数的１０７．７％、
１０４．６％和１０６．４％，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
分别９７１２％、９７．３６％和９７．６６％，乙肝感染孕产妇所
生新生儿免疫球蛋白注射率１００％。继续开展避孕药
具不良反应监测，句容市、丹阳市、扬中市、丹徒区以及

京口区６００例／百万人口优秀标准。安放二代身份证自
助发放机４２台，完成５例病残儿鉴定工作。全市孕产
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４．０８／１０万、２．３７‰。新生
儿听力筛查率和血液筛查率分别９８．５％和９８．８％。在
市属四区实施免费产前检查项目，市财政安排年度专项

经费７７．５万元。全年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３．７２‰。
七、医政管理

门诊预约诊疗率三级医院≥３０％、二级医院≥
２０％，住院患者分时段预约检查比例８０％；日间手术试
点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二、三级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分

别控制在７．６天、８．４天左右，专科医院平均住院日比
上年度继续有所下降；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完成临床路径

管理病例６２５６３例，入径率８０．１４％，完成率８８．５４％；
推进品管圈活动，在第四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中，市

一院“灵药圈”等项目获一、二等奖；全市二级以上医院

（除儿科）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妇幼

健康。开展“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

设，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成功率均为１００％；
实施妇幼健康分级服务项目，京口区被授予“江苏省妇

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称号。建成２１个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３个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含１个建设单位）、
３７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含３个建设单位）。获省医学
创新团队（领军人才）２人、省医学重点人才１人、省青
年医学人才３５人及市医学重点人才３５人；入选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人、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特聘
医学专家各１人、省第十三批“六大人才高峰”项目资
助计划２人、省卫生领军人才４人、省卫生拔尖人才２５
人，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４人，柔性引进第三批临

床医学领军人才项目７个；新招录住院／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１９９名，３２５名住院医师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合格证书。医学科研。有９９项科研课题获得各级科
技部门立项，获科研资助经费１３５７．５万元；获各类医
学科技成果奖 ４１项；获准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６项，省级项目３１项。“三位一体”医疗损害赔偿救助
工作有效开展，保险公司共受理赔付医疗责任保险、医

疗意外保险“两险”案件３５起，赔付金额１８６．２６万元；
无过错医疗损害救助金共救助１１例，救助金额３７．５万
元。１１所医院被评为市级平安医院，平安医院达标
率９５％。

八、中医药工作

２０１６年，１０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
９６％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
务；建成 ３５家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
馆）；建成省级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和省级中医特色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３个，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
４项。举办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
普巡讲８１场次，受益群众２．１万人次；中医药文化进社
区、进校园、进家庭，中医药内容占健康教育内容４０％；
５个中医项目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发行《镇
江中医药名家》；申报句容市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区建设单位。建成１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２个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入
选全国、省级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各１人，全国中医护理
骨干１人，省级农村优秀临床中医人才７人，新建省级
重点专科３个；开展师承教育考核工作。

九、智慧健康

２０１６年，市、县级信息平台功能不断完善；市区基
层医疗机构与两大医疗集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远程协

助关系稳步推进；统一市区医保定点机构参保人员的疾

病代码；市一院、四院试点开展医疗机构诊间结算工作；

完善市、县级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功能，扬中市、丹阳市通

过三级分级评测；加强各业务系统建设和应用，进一步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集团医院信息系统、公共

卫生信息系统，规范门诊和住院电子病历；推动市区基

层医疗机构与两大医疗集团建立远程协助关系，丹阳、

句容、扬中依托辖区人民医院、两大医疗集团和其他高

端优质医疗资源加快远程医疗建设进程；大力推进“三

个一”工程，丹徒区、润州区深化省级试点，全面推行以

“３＋Ｘ”家庭健康服务团队、医疗卫生网格化管理分队
等为载体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动态更新，推进市民卡·居民健康卡发放工作；组织全

市卫生计生系统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自查和网

络信息安全自查；探索“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开展
移动终端、自动终端、手机ＡＰＰ应用等信息惠民服务。

十、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 “助您健康”品牌建设，入选全市“十佳”服务

品牌。２０１６年，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党员干部上党课６６８
次，开展相关专题讨论２２０次；组织开展党员进社区、院
校、企业、农村和结对帮困户志愿服务活动１８０起，服务

·１３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群众近万人次。“双型”创建。建成“五星”先进党支部

２个，命名表彰“四星”先进党支部１２个、“三星”党支部
３个。举办１１期市直系统党支部书记党务知识和党性
修养培训班，选拔３６名基层年轻干部到机关、市直系统
挂职锻炼。组织“守纪律、讲规矩”主题实践活动，积极

开展廉政、法纪、职业道德和警示宣传教育活动；抓好重

大节假日廉洁工作，严格公务活动财务管理制度，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清查整顿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问题和腐败行为专项行动”，市直６家医疗卫生
计生单位被评为２０１６年镇江市职务犯罪风险防控示范
单位，６名同志被评为职务犯罪风险防控先进个人，市
直医疗卫生单位上交“阳光账户”资金８６８３．０２万元，
上交红包１２８万元。３家单位建成省级文明单位，５家
单位通过省级文明单位复审。市一院被确定为市级

“双美双优”示范医院。共有５３００余人加入“志愿江
苏”平台。石春和同志获“中国好人”“江苏好人”称号，

５名同志获“镇江好人”称号；康裕斌同志当选江苏省
“十大医德标兵”，６名同志当选江苏省“百名医德之
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各级媒体采用稿件１５７６篇。

（龚舒琴）

京 口 区

医政管理　开展大轮修、大培训、大比武、大融合等
人才队伍规范化培训模式，不断提高医生、护士、公卫人

员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术能力。通过内部骨干

传帮带、外部交流、上级培训等方式，对医务人员进行有

针对性的培训。充分利用“医疗集团”、“中医战略合作

联盟”、“妇幼保健服务联合体”等平台，密切与上级医

院专家的联系。

基层卫生　实施签约创新试点工作，将国家确定的
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融入其中，吸引居民自主选

择签约，以家庭为服务单位，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管理与健康签约同步推进，全面开展家庭医生和健康管

理团队服务，成立５２个“３＋ｘ”健康管理团队，做到主
动上门，服务群众“零距离、零障碍、零缺陷、零遗漏”。

投入４３０万元用于信息化建设，形成以服务对象为中
心，以基本医疗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主体的基层卫生

机构一体化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全面推进全—专联合

门诊建设，开设联合门诊数８个，覆盖率８３．３％，下派
医生数１５人，下派护士１２人。推进高血压和糖尿病患
者规范管理示范点项目工作，针对每位患者的健康状

况、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和运动时间等情况，为患者制订

个体化干预方案，制订落实措施，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

率６６．２％、规范治疗率７２．５％；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６５．８％、规范治疗率７１．１％。

公共卫生　全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１４７８例，报告
及时率１００％，未发生传染病暴发疫情。完成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划转工作。开展医

疗机构、公共场所等监管，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５起，受理

许可案件１０２件，作出许可决定１０２件，办理行政处罚
案件７件。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分别获省级优秀案卷和
市级一等奖、三等奖。巩固省级卫生应急示范区创建成

果，健全和完善预案体系，成功举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演练，全面做好洪涝灾害期间的预防性消杀工作和

重大赛事、活动期间的医疗保障工作，全年未发生一起

处置不力或救援不及时事件。全面启动健康管理示范

乡镇和卫生应急示范乡镇创建，高血压、糖尿病示范项

目走在全市前列，启动脑卒中、重性精神病规范管理试

点。做好农村重大妇幼卫生工作，任务完成率

１０４３％；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区累计建立居
民健康档案 ３２６３７５人，建档率 ８２．３１％，电子建档率
８２．３１％。全区孕产妇死亡０，婴儿死亡率 １．５６‰，出生
缺陷发生率 ３．８５‰，免费婚检率９１．９５％，国家免疫规
划疫苗接种率９８．３％。

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改革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
策不变，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制度不变，计划生育一票否

决制不变，计划生育率１００％。男女性别比１０４．５７，免
费婚前医学检查率和免费孕前优生检测率分别提高至

９１．９５％和８３．３％。区计生协会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镇江
市生育关怀系列保险工作优秀组织奖。全年共办理再

生育申请１５份，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９７‰。
（赵　伟）

润 州 区

医改工作　２０１６年，润州区全面推进百强示范中
心创建、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全———专联合门诊建

设、糖尿病区域一体化管理等各项工作。全国百强优秀

示范中心首创成功。黎明中心在全国优秀示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核心资料评选、现场能力与质量评价、中心

主任演讲ＰＫ等三轮评审中获全省综合排名第一，在江
苏省选送国家卫计委评审的１０家优秀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中位列第一，被国家卫计委评为首批全国百强优

秀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表江苏省上台领奖。黎

明、宝塔路、工业园区、官塘桥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

群众需求，制订平方米健康管理型、医护需求型、糖友个

性定制型等以健康管理为主要内容、主动服务为主要形

式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个性化有偿签约服务包，在坚持

居民自愿的前提下，完成家庭医生与居民签约４０００多
人，黎明中心家庭医生服务模式被列为省级创新项目。

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市九久养老康复中心合作，派

驻医护人员常年为入住的老人提供嵌入式医疗、护理及

康复管理一体化健康服务，康复中心１０７名老人已全部
纳入中心健康管理，对６９名失能失智老年实行全程医
疗护理服务。糖尿病区域一体化管理成为省级样板。

宝塔路、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 “５＋１”糖尿病分
阶段达标管理模式在省、市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宝

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开设全—专联合门

诊，得到镇江市卫计委充分肯定，并在全市推广。２０１６

·２３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年镇江市卫计委信息化工作现场会在润州举行，区卫计

委在全市做经验交流。宝塔路、金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与小云健康合作的可穿戴智能健康设备已经在第一批

１８０名慢性病患者管理中成功使用。
社区卫生与妇幼保健　在全区推广全—专联合门

诊、个性化签约服务以及信息化建设；开展岗位练兵，提

升服务能力；创建全国百强优秀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示范引领全区社区卫生发展。组织医护、药剂、财

务、居委会志愿者等人员，耗时一个半月，完成润州区居

民需方家庭调查、处方调查、患者满意度及职工满意度

调查，及时分析调查数据，撰写《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润州区
基层卫生综合改革监测报告》。在润州区范围内广泛

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选拔５名选手
参加镇江市级比赛，获得团体组第二名、“全科医疗城

市组”第二名和“社区护理组”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并被

选拔参加省级比赛培训遴选。推进“江苏省中医药特

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在已建成２家“省中医药
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础上，２０１６年又完成２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申报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做好妇

幼保健和计生指导站的整合工作。突出做好妇幼保健

和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加强对全区３１所托幼
机构进行指导、督查，开展托幼机构儿童护齿、屈光度、

视力检查共１８０００余人次，“六一”体检６０００余人次，
门诊入园体检２３００余人次。润州区孕产妇建卡２０３８
份，建卡率 １００％；新生儿访视率和疾病筛查率均
９９９％。润州区宫颈癌和乳腺癌应查各２０００人，实查
各２０１６人，普查率均１００．８％。

疾病预防和控制　润州区全年完成查螺２０１２万
平方米，解剖钉螺１０６６１只，完成药物灭螺面积５４０万
平方米（完成率１００％），灭螺后市、区进行灭螺考核，钉
螺死亡率９６．５８％，密度下降率９６．２１％。人群血吸虫
血检查患者数１１１０８人，血检阳性４０人，粪检无阳性，
扩大化疗４０人。润州区积极创建国家级慢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召开创建国家级“慢病防控综合防控示范区推

进会”开展死因漏报、社区诊断报告，对辖区内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业务指导４次，覆盖率１００％。３５岁
以上人群门诊首诊测血压率１００％。高血压患者健康
管理率５４％；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率４４％。完善居民
健康档案工作，电子建档率≥８５％、档案完成率≥９０％、
档案更新率≥９０％、档案准确率≥９０％、档案使用率≥
９０％。重性精神疾病。辖区在管患者总数１１４１例，患
者检出率 ３．８‰，在管 １１２８例，检出患者管理率
９７６％。全年未发生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全年对
４处健康场景进行维护，全区１８所中小学校均已建成
江苏省健康促进学校（其中金牌５所、银牌９所）。

卫生监督　完成食药监体制改革，做好人员调整和
监管职能交接工作。全年行政许可共３１９件，及时率
１００％，处理投诉举报１８起，实施处罚６万余元。有力
保障全区公共卫生安全。开展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专

项监督检查工作，二类疫苗的购进、索取各类证明文件

齐全，出入库和使用情况登记详细，未发现不法途径购

进的不合格二类疫苗。

爱国卫生　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
先后牵头组织开展 “人人动手、清洁家园”大行动，共清

运各类垃圾６８００多吨，排查清理旱厕及露天粪坑８２１２
处，安装流动厕所６８个，建成无害化粪池２１７个，铲除
各类小广告３７５００多处。２０１６年居民医保参保筹资标
准每人５８５元，共参保４６２８４人，参保率１００％。

卫生行风建设　制订《２０１６年润州区卫计委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要点》《２０１６年度润州区卫计委党风廉政
建设“两个责任”的责任清单》，将重点任务分解落实到

机关科室和各基层单位。在执行党员领导干部个人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方面，制订《关于开展润州区卫计委股

级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全系统３８名副
股级以上干部如实报告个人及家庭财产等有关事项。

开展“七一”廉政党课教育和廉政电教片集中播放月活

动，组织新老党员集中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系列专

题教育片《我是共产党员》《尺度》；全区卫计系统１６６
名在职党员参加两项法规知识测试，参加区纪委及市卫

计委纪委组织的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全面加强党员干

部廉政教育工作。配合支持区纪委查办案件７件。
（何丽惠）

扬中市

疾病预防与控制　２０１６年，全市共网络报告乙类
传染病病种８种３１９例，丙类４种１２０１例；各医疗单位
肠道门诊共登记腹泻病例２７０１例，报告并处置聚集性
手足口疫情３５起，重症病例４例。全年完成钉螺调查
２０３０万平方米，发现钉螺２３２．７万平方米，灭螺６７２．９
万平方米，连续４４年未发现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患者。
开展多形式的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发放各类宣传

材料８万余份，累计管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８６人，治
疗８０例。继续推行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落实中盖项
目，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１７１例，上一自然年新涂阳
患者治愈率 ８７％。全市累计登记高血压患者 ４０１５０
人，规范管理３５００１人，登记Ⅱ型糖尿病患者９３１６人，
规范管理 ７６３８人。全市重性精神病患者登记管理
１４０２人，规范管理１３０２人。新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７８３２份，截至年底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２９．２万
份。完成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体检 ３．１９万人，体检率
７２３％。推进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全年累计有偿签
约１４７９９人。八桥镇和油坊镇建成“镇江市卫生应急
工作规范乡镇”。

爱国卫生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通过镇江市和省级
复查暗访；国家卫生镇新坝镇和西来桥镇，通过镇江市、

省和国家组织的暗访。开展市级卫生宣传咨询活动

８次，发放健康教育资料１万余份。４月份启动全国第
２８个爱国卫生月暨我市第６届健康教育宣传周活动。
５月份，开展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间操培训，并于７月
份举办市级机关工间操比赛；开展首届“万步有约”职

·３３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共１２个代表队１４０余人参加，
获得江苏省先进单位；大力开展健康细胞工程创建，新

增市级健康餐厅（食堂）２０家、健康社区（村）３４家等，
合计７类２１３家，１０月份以高分通过省级和国家考核
评估，圆满完成全国健康促进县试点建设任务。

卫生监督　全年共发放各类许可证３２１份，办理行
政处罚案件５０起。全年共查处无证行医案件１６起，共
没收违法所得４８２７２元。建立健全公共场所长效管理
机制和卫生管理信用体系，强化日常性监督，监督覆盖

率１００％。全年，建立公共场所单位档案５９５家，建档
率１００％。完成旅店业、美容美发业等７个专项整治和
公共场所监督抽检快检任务。开展公共卫生监督检测，

随机抽样４６家，检测合格率１００％。开展现场快速检
测１５７家，检测合格率１００％。继续开展公共场所量化
分级管理，量化分级实施率１００％。

妇幼保健　２０１６年，全市产妇 ２７８４人，活产数
２８２６人，建卡２７８４份，建卡率１００％；通过系统管理发
现高危孕妇１２６７人，高危管理１２６７人，高管１００％；新
生儿出生缺陷７人，出生缺陷率２．６７‰。全市１９家托
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１００％；对７０８８名在园儿童进
行健康体检，体检率１００％。全市新生儿听力筛查２６１６
人，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２６２９人。完成１３９０
对适龄青年婚前保健服务，完成２７６５０名３５～６４岁农
村妇女两癌检查，为１９３１名农村产妇发放住院分娩补
助，对１１１名乙肝阳性孕产妇所生的１１２名新生儿免费
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医政管理　全市医疗机构设置总床位１１１０张，卫
生从业人员２１８４人，全市各医疗卫生单位完成门急诊
２０３．７万人次、住院３６３０１人次。２０１６年，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药占比 ３３．５％，门诊均次费用同比下降
１６９２％，住院均次费用同比下降８．３６％。落实基本药
物制度，全年让利群众７４２万元；在八桥地区设立医疗
急救分站。市临检中心开展各项临床检验服务３８４２５
人次，市影像中心为基层远程审核摄片质量和报告质量

２２８２７人次，市消毒供应中心为基层集中供应消毒包
５３３只，新建“病理诊断中心”，２０１６年累计为基层医疗
机构病理检查２１３份。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省级示范率１００％，省级示范村卫生室总数１９个。
全年上转患者５０８人次，有效下转患者１３２人次。全市
设立康复联合病房３０张，接收患者１３２人。完成７８所
医疗机构校验审核工作，完成６１名执业医师的注册、变
更、注销备案工作，完成３８名医师资格考试人员审核，
完成２９名注册到期护士再注册，５名医师获批多点
执业。

中医药管理　西来桥镇卫生院完成中医综合治疗
区改造工作。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实现全覆

盖，其中，三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发区兴隆卫生

院、八桥中心卫生院的中医综合治疗区通过镇江市级验

收。开展２４次中医药巡诊巡讲活动，中医药参与预防
保健及康复的项目全部达到目标要求。

计生综合管理　２０１６年被省政府命名为人口协调

发展先进市，完成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创建

自查评审和镇江市的复查工作。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
全面实施两孩生育政策，在全市开设３０余次巡回课堂，
发放３０００余份宣传资料，受益群众２万余人。启用江
苏省生育登记管理系统，全年生育登记２３８２户，其中
一孩１４２７户，二孩９５５户。受理再生育一孩审批 ３８
例。２０１６年全市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２８４４３人次，发放奖励扶助金１３６５．２６万元；发放计划
生育特别扶助１１４８人次，发放特别扶助金３７８．４３万
元。为全市“失独”家庭提供每年每人５００元的保险，
２０１６年参保人数２８８人，总计赔款７０２９５元，赔款人数
１９人。

行风建设　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建立“两个责任”分
解落实制度，明确“两个责任”清单，分别与１１位分管
领导、９个业务科室和１２个市直单位负责人签订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责任书，逐层逐级将党风

廉政建设“集体责任”“个人责任”落实到班子成员、业

务科室和市直单位。卫计系统首届文化艺术节突出廉

政勤政主题，策划开展 “勤廉卫计”书画作品展、廉政医

风、家风征集、医德医风精品故事会等活动。委党委班

子成员分别带队，深入全市各基层医疗计生机构开展党

风廉政调研，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警示约谈，邀请

检察院、审计局、财政局、高等院校的专家领导为干部职

工上廉政警示教育课，尤其是针对二级医院医药购销领

域的腐败问题做了系统的警示教育。组织第三方满意

度调查评估，运用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估医疗服务工作，

全年共组织专项调查１２次，满意度９８％。
其他　２０１６年，省平台测评结果：全市平台全员和

常住人口数据的完整率９９．８％，平台全员和常住人口
数据逻辑关系准确率 ９８．７％，人口信息化建设达标
率９９％。

（胡张林）

丹徒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末，全区共有医疗机构９９所，其中
二级综合医院１所，即区人民医院；二级中医院１所，即
区中医院（中西医结合肾病医院）；妇幼保健所１所，区
妇幼保健所；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３所，门诊
部（诊所）２０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５３所，企、
事业单位医务室、卫生所１１所。全区卫生系统实有床
位８４０张，卫生人员 １２２４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７４９
人。卫生人员中，研究生学历８人，本科学历５４４人，大
专学历３６０人，中专学历１９４人，高中及以下３３人；卫
生技术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１０９人，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３８４人，初级专业技术职务２５６人。全区有个体
诊所１６个，厂矿医务室１１个。全年区、镇医院门急诊
１５０．９２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２．４％；住院患者１４５７２人
次，比上年增长１．４％；实际占用床日共计 １３５２４４床
日，比上年增长４．１％；２０１６年业务总收入２．５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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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持平，实现可用资金 －３４８８万元，比上年下降
２２０８万元，人均业务收入 ２０．６６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丹徒区参保人数
２２００９８人，参合率１００％。筹资标准５８５元／人／年，全
年应筹资１２８７５．７３万元。其中，个人缴费２１７９．０３万
元。２０１６年区内各定点医疗机构继续按“门诊总额包
干，住院总额预算、弹性结算，部分疾病按病种付费”下

达管理指标和结算办法，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结算费用根

据费用到位情况按月进行拨付。

基本药物制度　全区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１００％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所有医疗机构均按规
定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全年共采购全区严格执行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零差率销售、网上每月两次统一采购，共采

购总金额７０４７．１２万元，配送总金额：６８６８．９５万元 验
收总金额：６８４２．８万元 配送比：９７．４７％ 验收比：

９７．１％。
疾病防控　辖区内医疗卫生单位共报告传染病病

例８７３例，报告及时率１００％，审核及时率１００％。全区
所有医疗机构１３家艾滋病初筛点和３家艾滋病实验
室。共检测１９５００人，发现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４人，
全区共７９人，新增１１例。落实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
怀”政策，进行行为干预。全区各镇卫生院共转诊、报

告肺结核疑似患者９５例，通过现场核查各医疗机构相
关登记本、转诊单及传染病疫情监测系统，各镇卫生院

均能规范报告和及时转诊，报告率和转诊率均１００％。
共发现活动性肺结核９４例，其中涂阳肺结核４１例（包
括新发涂阳肺结核３６例，复治涂阳５例），涂阴肺结核
５３例。

慢性病防控　全区共建立高血压患者健康档案
３３６００份，规范管理３２３２２份，血压控制人数２６６６７，建
档率 ５４．１１％，规范管理率 ９６．２０％，血压控制率
７９３７％；糖尿病患者健康档案９３９５份，规范管理８９６４
份，血糖控制人数７１０６，建档率３９．３１％，规范管理率
９５．４１％，血糖控制率７５．６４％。完成６００人慢性病及危
险因素核心指标监测调查。认真开展“慢五病”监测。

开展“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活动，共１２３２人参加，
万步率８５％。登记在册重性精神患者１２５１人，实际检
出率 ４．０６‰，对１１６１名重性精神病患者随访管理，规
范管理患者１１５６人，检出患者规范管理率 ９２．４１％。
推出“１＋１＋１＋Ｘ”管理模式，即１个健康指导员＋１个
健康联络员＋１各小组长＋２０名左右的慢病患者，在医
院慢病门诊和各村设立慢病管理随访点，鼓励心血管、

内分泌联合门诊进社区、进家庭开展慢病管理延伸服

务。全区成立６８个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１７个糖尿病
我管理小组。

公共卫生　２０１６年底全区共建达标村卫生室 ５０
个，创成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１２个，高资街道陈丰村卫
生室被确定为江苏省乡镇卫生院院长培训班实践基地。

开展乡村医生学历补偿教育、鼓励取得中专学历的乡村

医生参加全省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有５７名在岗乡

村医生取得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全面完成１２大类
４５项基本公卫服务项目。将 ６５岁以上老年人、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及妇女儿童作为重点服务人群，做到医

疗机构人员配备到位、职责分工到位、工作落实到位、绩

效考核到位、资金补助到位。全区累计建立电子居民健

康档案２６５世间７４２份。引导医务人员主动开展个性
化签约服务，２０１６年共签约服务覆盖６５个村，开展个
性化签约７１３２人。

血吸虫防治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至２２日，国家卫计
委组织专业人员对丹徒区血防工作进行风险评估，开展

环境钉螺调查与野粪检测，经检测未发现血吸虫毛蚴。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３日，丹徒区区代表江苏省接受由国家农
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林业局、水利部等部门相关

负责人和专家组成的国家血防“春查”组检查。顺利通

过血防传播阻断现场考核，全区达到传播阻断标准。

创成江苏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区　２０１６年投入３０
万元建成具备数字化决策指挥功能的卫生应急指挥中

心和卫生应急物资库，以高分顺利通过江苏省卫生应急

工作规范区评估考核。辛丰镇、高资街道创成卫生应急

工作规范镇（街道）。

医疗服务体系　启动中医院血透室改造工程、宜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中心的搬迁工程、黄墟卫生院病房

楼扩建工程及区医院二期工程整体投入使用等项目的

建设。加快智慧健康信息化建设步伐，全面普及基层医

疗卫生信息系统，完成高资、谷阳、世业等多家单位的数

字化卫生院建设任务，其中世业卫生院在全区首家实现

与市一院的影像远程会诊，完成视频会商系统与应急指

挥系统的建设，多家卫生院与上级医院建立影像远程诊

断，全区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已经完成，即将进入招标

采购程序。

计生生育　２０１６年丹徒区人口自然增长率－２２４‰，
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８％，避孕节育随访服务率９７．８％，人
口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覆盖率１００％，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覆盖率９６．２％。共审批并发放６３份《批准再生育一
个孩子生育证》。全区共计发放奖励扶助对象１１３５３人
次，特扶对象５６３人次，共发放扶助金７３４．６万元。全区流
动人口总数３８６３人，其中流出人口１９９９人（男９６６人，女
１０３３人），流入人口１８６４人（男７４９人，女１１１５人）。２０１６
年度企业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财政共计发放１４１６人，
合计４２４．８万元；城镇非从业人员一次性奖励金共计发放
２８人，合计８．４万元。

卫生监督　办结卫生行政许可６１件，复核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１０８家，校验放射诊疗许可证１４家。受
理处置投诉举报８起，立案查处各类案件２４件，其中移
送公安案件３件。

妇幼保健　实施妇幼分级服务，开展规范化妇儿保
门诊建设评审，２０１６年５家基层医疗机构创建省级妇
幼健康规范化门诊。区人民医院筹建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心，完成区妇幼保健所和区计生指导站整合，合并组

建“丹徒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爱国卫生　全面推进农村改厕工程，农村卫生户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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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８５３户，覆盖率９８．６％，无害化户厕９５２６１户，无害
化户厕覆盖率９５．０１％。制订病媒生物防治监测方案，
及时组织监测和消杀工作。

党建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

党内法规，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纪律、组织、队伍和作风

建设，强化党内监督，自觉接受党外、群众、舆论监督，进

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指导改进区直单位和乡镇卫生院党建工作，切

实加强全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卫生行风建设　丹徒卫计委党委带头做起，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当好“第一标杆”，担好“第一责任”，既带头

遵章守纪，又切实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落实

“一岗双责”，做到行风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

实、同检查，层层传导压力；将学习中央、省、市、区关于

作风建设的各项规定、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医疗

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卫生计生行业法律法规纳

入日常干部职工教育的常态化内容，常学常新；强化廉

政警示教育，邀请区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科负责人给全

系统作专题警示教育。将“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常态

化，２０１６年，全系统评选出“行风建设示范单位”５家、
“服务明星”１５名。开通“清风卫计”微信公众号，不断
推送相关信息，有效丰富教育及宣传工作内容和形式，

确保行风职业道德教育长流水、不断线。

（王姝凡）

丹阳市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市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１１１０
例，报告发病率１１１．９０／１０万，全年无重大传染病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国家级结核病发病与干预

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相关工作圆满结束，

结核病防治工作通过国家卫计委现场考核。全省消除

血吸虫病评估现场会在该市召开，成为全省第一个通过

省级评估验收的县级市，吸引２批发展中国家专家学者
来丹学习。预防接种告知电子签核系统做到全覆盖，预

防接种ＡＰＰ应用推广位居镇江市首列。实验室检测，
开展Ａ类检测项目１１１项，Ｂ类４４项。强化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演练，组织开展卫生应急“六进”活动，导

墅、吕城、界牌三个镇成为镇江市卫生应急规范镇。

爱国卫生　建成健康单位４个，健康社区５个。顺
利通过平方米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司徒镇通过国家卫生

镇复审，全市３２个村通过省级考评。所有医疗单位开
展健康促进医院建设，延陵镇延陵村等６个村完成健康
素养省级农村监测，全年开展健康教育讲座 １０００余
次，健康阵地宣传２５００余次。全面完成２０００户农村改
厕任务，获得“省病媒生物防制先进市”“省农村改厕示

范市”荣誉称号。

卫生监督　强化综合监督职能，完善行政权力清
单，规范卫生行政执法，推进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卫生监

管零收费。新发放卫生许可证 ２２７份，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两非”专项行动、承包出
租科室和公共场所专项整治活动，做出的６４起行政处
罚没有引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行政许可案卷和行政

处罚案卷在全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比中分获一、二等奖。

农村卫生　１１个基层特色专科发展态势良好。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共签约居民 ７６１５人，村卫生室就诊
１１５００人次，全—专科门诊就诊６２４１人次，签约个性化
服务包４６３个。联合病房纵深推进，在康复、中医和儿
科联合病房整体运行情况良好的基础上，启动肿瘤联合

病房建设。司徒屯甸、皇塘张埝、界牌界牌新村省级示

范村卫生室创建工作通过省级验收。完成４５名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的招录工作。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

６１０元／人，基本补偿３９８．７６万人次、２．５８亿元。对各
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补偿费用实行总额控制管理，政策

向基层倾斜。全年安排重大疾病保障专用资金２８００
万元，救治３２０１人次，补偿２５１５万元；大病保险保费
标准提高至３２元／人，确保大病保险支出比例５０％以
上，全年赔付３８７１人次、１４３６万元，切实减轻群众大
病负担。全面落实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５０元，高
标准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２０１７年度基本公卫项目
预算初审和近三年项目工作绩效评估。全市累计管理

高血压患者８．３５万人、糖尿病患者１．９６万人，免费体
检６５岁以上老年人８．２万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７７万
份，建档率７８％，知情同意在管重性精神疾病患者３３０７
人，管理率９１％。注重创新发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在镇江首推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手册和孕

产妇、儿童健康管理免费券。“健康邮路”延伸工程全

面推进。

妇幼保健　推进妇幼健康项目分级服务，将适宜基
层开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职能调整到基层；加强妇幼

健康服务体系和儿童医院（专科）建设。实现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全覆盖，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１．８５％，高
危孕妇管理率及住院分娩率１００％，无孕产妇死亡，新
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３．９‰，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
检查完成率１０４．７％。

医政管理　门急诊总人次 ３９５．６万，同比下降
４０７％，门诊均次收费水平高速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住
院总人次９．３３万人，同比增长１．６６％；住院患者手术
人次２９１２５，同比增长６．１８％；县域内就诊率８２．５３％，
同比提升９．１％。全市拥有医疗床位３０４３张，每千人
口床位数 ３．１０张，同比增长 ２．１９％，床位使用率
７８０９％。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２０６２人，注册护
士２０００人。全市无偿献全血 ７２２２人次，采集血液
２４５吨（２４５．７万毫升），同比增长６％。完成各类培训
考核共计６３１人次，抓紧学科骨干培养，全年被确定为
镇江市“１６９五期工程”科技骨干１１人，省“３３３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１人；３４人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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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为省优秀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受理医患纠纷６８例，
调处４９例，结案３１例，调解成功率８６％。

中医药管理　继续实施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开展
“三进”活动５场次，巡讲活动１８场次。继续推进５个
中医特色科室建设，丹阳市人民医院开展“江苏省综合

医院示范中医科”创建工作，中医院通过省级大型中医

医院巡查工作验收。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平方

米省级示范中医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创建工作，皇

塘镇卫生院创建成为省级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１０
家单位被列入国家级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

（中医馆）建设项目，６家基层单位中医综合服务区通过
镇江市级达标验收。

计生综合管理　该市被授予“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全
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

市”。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实行生育服务登记５２２８人。
加强流动人口免费咨询、技术服务等卫生计生均等化服

务，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率８５％，流动人口管理服务
率９８％。加大“两非”案件查处，全市出生人口性别比
１０６。将年满６０周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对象
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６００元、７００元，精准
审核确定农村奖扶、特扶对象 ４２２７２人，发放奖励金
４５２１万元，８５４户（１４６１名）“失独”对象投保住院护工
服务险。

卫生行风建设　开展反腐倡廉和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活动３次，全系统层层签订“九不准”责任状和
“结对促廉”责任书４６７份，对新提拔的８名基层干部进
行集体廉政谈话。树典型正行风，全系统学习宣传张宝

生先进事迹。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疾控中心荣获市级机

关优质服务科室称号，二院陈小燕被评为江苏省“百名

医德之星”，乡村医生张宝生、监督所魏燕、二院毛月珍

被评为“镇江好人”。

其他　医疗卫生、计生总收入（含财政补助）１６．９
亿元，争取到卫生、计生事业经费３．５亿元，落实基本公
卫经费３６６２．７万元，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常性补
助１．４亿元，争取到位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经费９５０万
元。界牌卫生院、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荆林东方路

分中心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丹凤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完工，即将启用；人民医院新建

门急诊和病房大楼完成基坑支护和桩基，开始土建工

程；二院门急诊医技和病房楼、精神病防治院迁建、皇塘

卫生院病房楼项目接近尾声；访仙卫生院异地新建项目

完成土建施工和室内装饰招标。完成妇幼保健和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出台《丹阳市卫生人才引进

与培养暂行办法》，完成４批公开招聘，录用卫技人员
１８０人。首次定向免费培养临床医学、麻醉学、预防医
学专业医学生４４人。

（俞丽萍）

句容市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市拥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 ２０７
个，比上年增加６个，医院数８个，病床总数１７５９张，比
上年减少１１０张。在岗职工３４８２人，比上年增加３４８
人，卫生技术人员２６９８人，比上年增加２４１人，在岗注
册乡村医生２４６名。全年完成诊疗总人次４１０７８万人
次，其中门急诊４０６．１４万人次，出院患者４．６４万人次。
卫生事业费２６１６７．６１万元，同比增加３８．３４％。全系
统固定资产５５１６８．６０万元，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
用１１５．４元，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６４３２元。

疾病预防与控制　 完成 ＰＣＲ实验室建设，能独立
开展禽流感等病原体核酸检测。参加化妆品、食品、传

染病等领域能力验证活动１５次共２５项；参加各级实验
室比对与考核６次１５项，反馈结果均为满意。１项科
研课题获句容市科技进步二等奖，１人被确定为镇江市
“１６９”人才培养工程科技骨干，３人被确定为句容市
“３１３人才培养工程”科技骨干，３人取得公共卫生硕士
（ＭＰＨ）学位，发表学术论文１３篇，其中１０篇被国家级
学术期刊收录。启动基于社区的糖尿病及前期人群健

康干预、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社区综合管理、江苏省

区域性“疾控—医院—社区”一体化综合管理项目试

点。完成糖尿病及前期健康筛查１２００人，患者健康问
卷调查４００人；筛查高危人群１６１２人，对４００名患者实
施分阶段达标管理入组与干预。建立１１１５１人的数据
库，完成社区诊断报告编制。举办首届“全民健康节”，

启动江苏省健康促进市创建，开展团队化服务４０３次、
义诊１８次、举办健康讲座４２１场、健康咨询１００００人
次。累计报告乙类传染病 １２种 ４９９例，报告发病率
７７８４／１０万，同比下降３４．６％；调查处置散发疫情１３１
起，及时处置各类预警信息１０８条；采集送检各类传染
病监测样品１３０５份；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完成
周分析５２期、专题分析３期。完成一类基础疫苗接种
１１５８８２剂次，单苗接种率９５％；调查处置疑似预防接
种反应１９２例；高标准新建２家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
累计完成重点人群 ＨＩＶ抗体检测７９６４４人次，完成艾
滋病国家社区暗娼哨点、吸毒哨点问卷调查４１０份，娱
乐场所暗娼月均干预覆盖率 ９３．８％，干预吸毒人群
２４８５人次；月均干预 ＭＳＭ人群１０９人次，对艾滋患者
和感染者实施分类管理，本地在管１２４例患者分别实施
ＣＤ４检测、肺结核病筛查及病毒载量检测。发现并规范
治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２０１例，其中新发涂阳患者
６４例，占３１．８％；涂阴肺结核患者完成治疗率９７９％，
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治愈率８５．７％。结核病治疗管理
“五率”均达标。实施药物巩固灭螺２６５万平方米、环
境改造巩固灭螺２３万平方米。调查２６２３个重点条块
２２６２万平方米，未查获活螺。开展血吸虫病检查
１５０２８人，无阳性感染，连续１１年未出现血吸虫病急性
感染病例。随机抽取５个村、调查２５１２人，总感染率
１．３１％，符合相关控制标准，顺利通过肠线虫病有效控

·７３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制省级评估。完成３例输入性恶性疟疫点处置，未出现
疟疾传播现象。

爱国卫生　巩固“创卫”成果，解决问题 １１９件。
茅山镇创成“国家卫生镇”。完善除“四害”工作网络，

有专（兼）职除四害人员２００余名。对农贸市场、城郊
接合部等重点区域，规范、科学实施蚊、蝇、鼠、蟑螂密度

监测。新增修复毒饵站１０００多处。城区“四害”密度
始终控制在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以内。每月１次对全市
所有镇级以上水厂监测点的水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进

行水质监测，覆盖率１００％，水质合格率１００％。新创成
“健康单位”８家、“健康促进医院”５家、“健康食堂”
３家。定期对已建成的健康场景进行１２轮次现场维护
和管理；“健康素养巡讲师讲师团”在媒体开展健康科

普宣传和咨询服务，组织开展现场健康科普宣传及咨询

等活动１２次，深入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开展健康素养
巡讲活动１２场次，开展科普宣传２４次。对本系统内控
烟工作进行４轮次专项监督检查。

卫生监督　全年出动卫生监督员１３７０多人次、车
辆７００多车次，检查３４００多户次，监督抽检７００多份样
品，立案查处３８件，罚没款１０．９８万元，处理非法行医
案件９件。市卫生监督所被评为江苏省基层卫生监督
工作先进单位、镇江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先进集体、

句容市十佳执法单位。市本级明确监督执法的权力清

单，梳理处罚权２４０项、行政强制权５项、卫生许可权
５项。全年受理各类投诉 ２０件，办结率、群众满意率
均１００％。

农村卫生　下蜀中心卫生院、宝华卫生院建成国家
“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所有乡镇卫生院全部建成

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崇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申

报省级特色科室，新建成省级示范村卫生室４个，省级
示范村卫生室２０个。累计建成１０个数字化预防接种
门诊，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立１４１支健康管理团队，
定期深入到村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

疗服务，累计完成５３１４０２人的签约建档任务，其中个
性化签约 １６０３７人；成立 １２家慢性病全专科联合门
诊，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新农合人均筹资６６５元，
参合４４．４５万人，参合率１００％，基金总额２．９６亿元。
报销封顶线２０万元，大病保险封顶线１５万元，报销补
偿２．８６亿元，住院实际补偿比 ７５．８６％，政策补偿比
８２．２９％。

妇幼保健　完成妇幼重大卫生项目，待孕、早孕妇
女服用叶酸２７７５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３２３６
人。“两癌”检查２８２１２人，发现乳腺癌 ４例，宫颈癌
２例、癌前病变７６例，均给予及时治疗及随访。为全市
孕产妇建立保健卡４４４２份，建卡率９８．７８％；接受婚前
检查９６８０人，婚检率９１％，检出患有疾病４８５人。新
生儿４５４５人，新生儿访视４３９２人，访视率９６．６３％。
新生儿疾病筛查４４８９人，筛查率９８．７７％。新生儿听
力筛查４４７７人，筛查率９８．５％。７岁以下儿童健康管
理人数２８００９人，保健管理率９８．０７％；３岁以下儿童系
统管理１１２８４人，系统管理率８６．９１％。

医政管理　全年共计完成上转１５７００余人次，下
转３３００余人次。全年新设置医疗机构６所，其中二级
综合医院１所、二级肿瘤专科医院和二级骨科专科医院
各１所，口腔诊所、中医诊所、卫生所各１所。创成镇江
市级临床重点专科６个，其中市人民医院４个、中医院
２个，市中医院针灸科创成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扩大临
床路径管理覆盖面、专业及病种，３家二级医院临床路
径管理病种数 ５７种，入径管理病例 ２８４６例，入径率
８５％，入径完成率９１．６％。发表论文２２０篇，其中国家
级７７篇，省级１１０篇，市级３３篇，获奖论文２篇。

中医药事业　将中医药纳入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
划。基本建立以市中医院为龙头、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

的全市中医药服务网络。实施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开

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全年共组织开展中医药健

康知识讲座１０场，中医“三进”义诊及宣传６场，受惠群
众４０００余人。边城、二圣、下蜀、宝华、黄梅、石狮等医
疗机构将中医科室、中药房等集中设置，装修体现中医

药文化特色，打造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市中医院脾胃病

科、肛肠病科创成镇江市级中医重点专科，针灸科列为

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基层医疗单位逐步形成边城

中医妇科、小针刀，天王中医骨科，二圣中医外科，黄梅

中医伤骨科和石狮小儿疳积科、肛肠等一批特色显著、

疗效确切、在周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专科。

医学科技与人才队伍建设　录用类医学专业人才
６５名（其中硕士研究生７名，本科生３９名）。签订４２
名农村订单定向培养医学。４人被确认为句容市“３１３”
四期学术技术带头人、１５人被确认为句容市“３１３”四期
科技骨干、５被人确认为镇江市“１６９”五期科技骨干。
句容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感染性疾病科、句容市中医

院脾胃科通过镇江市级重点专科复审，句容市人民医院

妇产科、重症医学科、句容市中医院肛肠科创建成镇江

市级重点医学专科。句容市中医院针灸科列为镇江市

级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边城卫生院中医科创成省级特色

专科、崇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列为省级特色

专科。

行风政风建设　强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监督，上网办件电子监察率１００％。出台《句容市卫计
委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试行）》，对１２类４０项行政权力
建立以权力行使流程图和权力防控措施为内容的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在全系统范围内组织实施医德考评工

作。开展“服务效能”竞赛活动，开展“十佳效能标兵”

评选。设立“阳光账户”，全年共上缴阳光账户资金

１１４６万元。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有
针对性进行函询、约谈诫勉，全年共谈话函询１７７人次，
诫勉谈话２人。被句容市纪委评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
集体。

人口计生　全年出生４４１８人，出生率７．４５‰，出
生政策符合率９９％，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１２‰，出生人口
性别比基本正常。与各镇级单位和相关部门签订年度

计生目标管理责任状，并将计生工作列入镇级年度工作

综合考核，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开展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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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清底协查活动，对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进行

全面核对，并分类处理，统一清除冗余信息。制订《关

于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

作的实施方案》，累计为辖区内居住满６个月的非户籍
人口建立２．８万份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８５％；为辖区
内居住满２个月的０～６岁流动儿童建卡登记，适龄儿
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率９５％；免费为０～６岁
流动儿童建立保健手册，定期进行检查。开展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活动，在企业成立流动人口协会

组织，镇级流动人口一站式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覆盖率

１００％，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目标人群覆盖
率、流动人口婚育信息异地查询和反馈率分别 ９５％、
９０％。实施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计划生
育特别家庭扶助制度，并实行动态增长机制，奖扶金提

标到每人每月８０元，特扶金提标到每人每月４００～５００
元（其中年满６０周岁的特扶对象提标到每人每月６００
～７００元）。制订机关事业单位终身无子女退休人员享
受加发５％退休金的有关政策，实现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政策全覆盖。全市发放计生奖励扶助金２５７２．７６６
万元，受益对象２１２５２人，开展计生特殊家庭关怀关爱
活动，政府出资为全市６０周岁以上的“失独”老人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组织和发动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

服务队伍与“失独”家庭结对帮扶，提供医疗救助、志愿

服务、法律支持及心灵慰藉等服务。为全市４９周岁以
上５５６名计生特殊对象建立健康信息档案，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医生和乡村医生团队签约健康服务协议，免费开

展医疗服务巡诊。建立村、镇、市分级负责的“计划怀

孕夫妇信息摸底—健康教育—优生检查—评估建档—

高风险人群随访”的出生缺陷一级干预模式。全市

４４１０人接受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１１０．３％，对评估为高风险的参检对象，均给予孕前健康
指导及转诊服务。及时处理、上报避孕节育不良反应／
不良事件８１０例，报告率达到年百万人口６００例的优秀
水平。联合开展为期７天的全市计划生育免费避孕药
具监督检查，各镇对辖区内１１０家药房、２６家超市、２家
计生用品店、１家娱乐场所进行自查，市联合检查组抽
查３１家药房、２家计生用品店均未发现免费避孕药具
流入市场销售现象。全市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１１０３％；新生儿出生缺
陷发生率３．５４‰；每千名老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４４
张；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达标率９５％；城乡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政策，兑现率１００％；人口文化建设达标率、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率、人口信息化建设达标率、计划生

育机构队伍建设达标率分别９７％、９６％、９８％、９５％。
（华　超　王　琛）

·９３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泰　州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１９６３ １０ ０．５１％ 卫生人员（人） ３３３３９ ２１６０ ６．９３％
医 院（个） ６７ １１ １９．６４％ 卫生技术人员（人） ２６０９４ １８７９ ７．７６％
床 位（张） ２３３２４ １４８６ ６．８０％ 乡村医生（人） ２３３６ ９ ０．３９％

医院床位（张） １６６５９ ２１９５ １５．１８％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

技术人员（人）
５．６２ ０．４１ ７．５７％

平均每千人口

医院床位（张）
３．５９ ０．４７ １５．１％

人

口

总数（万人）户籍人口 ４６４．５８
出生率（‰） ８．１１
死亡率（‰） ７．２１
自然增长率（‰） ０．９

医

疗

服

务

编制床位（张） ２４２７７
实际开放床位（张） ２３３２４
门急诊量（人次） ２３７７５９０９
出院量（人次） ６８８３９５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２０３５７２．１８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２．６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率（％） ４．５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６１５２１５９
市直医疗卫生机构固定资产 ８２９０９３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固定资产 １４８５９１５
医院平均每门急诊人次医疗

费用（元）
２３３．４

基层医疗机构平均每门急诊

人次医疗费用（元）
８０．９

医疗平均每出院患者医疗费

用（元）
１０６７９．９

基层医疗机构平均每出院患

者医疗费用（元）
３６６０．８

　　２０１６年，泰州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９６３家，医疗
业务用房１８７．８６万平方米；核定总床位数２３３２４张。
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５．０２张，执业（助
理）医师数２．４３人，注册护士数２．１９人。医疗机构固
定资产和净资产 １５３．３亿元。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
２４４０万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级
补助６８５万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省级补助１４００
万元。将公立医院长期债务纳入财政化解目标，分年度

补助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建设资金２．８亿元，预算安排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市人民医院周山
河新区医院、市中医院新院、市中心血站和急救中心等

重点建设项目加紧实施。与原泰州市妇幼保健院解除

公办民营合同，整合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儿科设备技术

和人才队伍等资源，启动新市妇幼保健院的组建工作。

加快泰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项目建设，形成初步方案。

一、综合医改

召开深化医改工作推进会，签订《２０１６年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目标责任书》，并对各市、区医改进

展情况进行专题督查。研究制订价格改革、分级诊疗等

政策文件，深化医改的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完善公立医疗服务单位制定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方案，并

同步调整县级公立医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全市７家
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总收入中非医保收入较上年下降

６４％，药占比、检查检验占比均呈下降态势。全面启动
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完

善绩效考核方案，成立市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评审专家库，组织开展市管医用耗材集中

采购。实行基本药物制度联动监管机制，全市所有政府

办医疗机构的药品均实行“零差率”销售；所有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逐步实现全面

配备并优先使用基本药物，促进与基层医疗机构的用药

衔接。建立基本药物财政补偿考核评价奖惩机制，考核

结果与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挂钩。在泰兴市、高港区开展

分级诊疗试点，试点地区基层诊疗人次占诊疗总数的

６５％以上。市人民医院与高港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实现县乡村医疗服务体系一体

·０４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化进程加快，全市已构建７个医联体，覆盖医疗机构８６
个，医联体建设在市辖区内覆盖率１００％。召开乡村医
生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会，海陵区京泰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５家单位入选省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建
设单位。姜堰、靖江以村卫生室为单位实现乡村医生签

约服务全覆盖，全市乡镇卫生院签约服务覆盖率６３％，
签约率２０％，重点人群签约率４７％。年内有１０家乡镇
卫生院、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创
成全国“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１５家、省示范乡
镇卫生院４家、省示范村卫生室２４家。开展公立医院
人员编制管理改革试点，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

科学的绩效考核分配方案。重新核准、审批委直属单位

及主要负责人绩效工资总量、绩效工资分配方案。

二、医政医管

深化平安医院创建工作，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全市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４７７家，参加医疗风
险互助金的医疗机构６５家；参加医疗意外险的医疗机
构１３１家。下发《２０１６年民营医院办医指南》，为引导
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产业明确目标。全市审批７８家
医疗机构，其中民营机构６６家。完善临床检验等质控
中心体系建设，临床检验质量控制全覆盖。全市２４家
公立医院２３个专业实施临床路径。完善血液核酸检测
工作，推进无偿献血“五支队伍”建设，共招募采集到无

偿献血者３８２８４人次，采集全血５７８５８单位。对全市
二级医院进行血液管理工作的专项督导检查。制定卫

生计生系统年度信用工作计划，开展企业信用查询

试点。

三、科技教育

加强市级转化医学基地建设，以泰州市人民医院为

基地积极建立市级医学转化中心，引进开展新技术，面

向基层推广适宜卫生技术，完成省级优秀继续教育项目

送教下乡，培训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完成３５７名住院医
师阶段合格资格认定工作，组织３３３人参加省规培理论
考试，组织３０５人参加临床实践技能操作考试。获得省
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５项，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４项。
省卫计委科研课题 ２项，省卫计委指导性科研课题
１项。组织申报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４７项，泰州市适
宜技术推广应用申报４０项，通过２５项。

四、疾病预防控制

兴化、靖江、泰兴三市通过省血地办组织开展的消

除血吸虫病达标考核；全市 ＨＩＶ抗体检测５０．２８万人
次，累计治疗感染者及患者５７１例，全市新发现并规范
治管肺结核患者 １５３３例，结核患者系统管理率
９７６％，通过省消除疟疾考核验收及有效控制肠道线虫
病考核验收。预防接种门诊１４７个，数字化接种门诊建
成率５９．２％，疾病预防控制项目任务完成率１００％。严
重精神障碍报告患病率４．１３‰。建立完善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工作体系，监测范围覆盖全市所辖三市三区及医

药高新区，辖区人口覆盖率１００％。

五、妇幼健康

全市实现省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全覆盖。

市、县两级公立妇幼保健院建设列入“十三五”规划并

启动建设。深化妇幼保健、计划生育资源整合，市、县、

乡、村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人员整合到位

率１００％。建成省级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和市级
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率先开展宫颈癌 ＨＰＶ＋
ＴＣＴ联合筛查，为市区３万名适龄妇女提供优质服务。

六、综合监督

累计培训从业人员３２００多人次，完成率１４５．５％。
２份执法案卷入选全国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优秀案卷，
４个微课获得获省一等奖。推行公共场所卫生第三方
检测模式，并召开现场会全省推广。参与国家卫生监督

中心依法规范微整形市场和公共场所消毒操作技术指

南现场验证两项试点工作，一项地方标准《医疗机构物

体表面洁净度卫生检测规范》获省质监局立项。成立

市卫生监督所医药高新区分所，形成市区合作的监管新

模式。开发研制成功移动版卫生监督信息系统，通过省

级验收。

七、爱国卫生

开展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建成一批健康单位、健康

村（社区）和健康主题公园等健康促进场所，姜堰区通

过省级健康促进示范区考核。靖江、泰兴、兴化三市启

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泰兴市虹桥镇通过国家

卫生镇考核评估，泰兴市珊瑚镇、兴化市临城镇、沈伦镇

通过省级卫生镇考核。新增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１．４
万座，城乡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覆盖率１００％。

八、卫生信息化

市本级和靖江市、姜堰区建成区域健康信息平台，

主城区统筹规划共享市级平台。全市２３家二级以上医
院实现ＨＩＳ系统全覆盖。启动泰州市远程医疗中心建
设，继续推进阳光用药监管平台建设，完成泰州市妇幼

平台、泰州市临检试剂耗材采购配送网和智慧健康微信

预约挂号平台建设。三级公立医院专家门诊预约就诊

率超过８５％。推进“市民卡”建设工程，全市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建档率７５％，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超过８０％，高
血压、Ⅱ型糖尿病管理率超过４０％。市卫计委“互联网
＋行政审批”体系建设情况在全省卫生计生法治建设
（行政许可）工作会上作为典型交流。

九、中医药管理

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通过三级医院市级初验与

省级调研。靖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建成二级乙等中西

医结合医院。姜堰与靖江中医院通过大型中医院巡查。

新建成７家省级中医重点专科，新增加省中医重点专科
建设单位２家。新确认国优人才２名、国家老先中医学
术传承人才６名，省优中医人才１３名。引进学科带头
人５名、博士生７名。申报省级中医药领军人才２人，
国家名中医２人。高港区刁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国医馆建立国医大师基层学术传承承工作室。组织

·１４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１０７场。泰和堂国医馆
通过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验收。拟订并实施

《国家社会办中医试点实施方案》，在靖江市与海陵区

率先启动社会办中医试点，增设一级中医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与国医馆５家，新设中医门诊部与诊所１１家。
对经理论与实践技能考试考核拿到确有专长合格证书

的中医人员，试行允许其开办中医诊所，在核准的范围

内执业，开放中医坐堂医诊所设置。

十、卫生应急

通过省级卫生应急规范市验收，全市二级以上公立

医院全部建立健全卫生应急组织机构，完成国家突发急

性中毒事件卫生应急服务网络模式试点建设，成立医疗

急救快速反应小组，组织开展突发公共事件演练。首次

与扬州市卫计委在扬泰机场开展跨区域防输入性传染

病疫情联合演练，高效科学处置“靖江４．２２”等各类突
发公共事件，开展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和卫生应

急“六进”活动。

十一、行政法规

建立委机关法治联络员队伍，开展公众参与行政程

序建设示范创建工作，清理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１０
件，废止６件，宣布失效１件，待修改４件。完成行政审
批事项３７６６件，医疗广告审查２３件，消毒产品６家，涉
水产品批件２７件，放射诊疗许可及校验等共６２件，医
疗机构设置８家、医疗机构执业登记４家，外籍医师短
期行医３件。出台《泰州市卫生监督所业务档案管理
制度（试行）》《泰州市级卫生行政许可文书及编号规

则》，实现行政审批“马上办”９８家，共享行政审批所需
资料９５件、法律法规规章２４部，“以案释法”４例，普法
宣传１０００多人次。

十二、计划生育基层指导

完成村级以上计生工作人员培训工作，利用主流媒

体宣传全面两孩政策。下发市级《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工作方案》，指导各市（区）完善再生育审批业务规范，

定期开展生育预警监控工作。全年出生人口２．９万人，
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５３％。着力破解卫生计生机构改
革后基层计生机构队伍有所削弱等难点问题，姜堰区卫

计、人社、编办等部门合力强化乡村计生队伍建设成果，

靖江市、姜堰区荣获全国首批“新一轮计生优质服务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十三、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全市全年发放各项计生奖励扶助金２．１亿元，惠及
４７万人，奖扶政策兑现率 １００％。实施计生特殊家庭
“六个一”精准扶助，全面建成７７５４名特殊人员信息档
案，依规赔付６１．５万元。探索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
理新路径，出台《泰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重点管理乡级

单位实施意见》，年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５．８０。
十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全市开展集中服务活动１７６场次，惠及１３万人次。
启用并运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实现婚育

证明出具服务电子化。制订《加快推进泰州市流动人

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健

全留守儿童健康关爱组织网络、健康评估机制和健康档

案。认真组织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工作，靖江、

兴化市工作以零误差排名全国县级前列，获得国家通报

表扬。

十五、纪检监察与党风廉政建设

制订（区）卫生计生绩效考核办法，并纳入各市区

政府绩效考核目标。将“两学一做”内容列入２０１６年
市直卫生计生系统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建立市直卫

计系统纪检监察干部月度例会制度，编制《落实“两个

责任”工作手册》，督促制订相关责任清单。深入开展

“四谈”活动，市纪委在市卫计委召开市级机关部门“四

谈”活动现场推进会。出台《关于规范医疗卫生人员

“红包”上交管理的规定》，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

建设区域“阳光用药”监管系统平台。组织“泰州建市

２０周年节庆”卫生计生系列活动，与泰州电视台共同
策划拍摄系列报道《聚焦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

（余杏敏）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　２０１６年
１月，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同意，泰州市全面启动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省委书记李强作出专题批

示，并获泰州市委市政府改革创新奖表彰。在全国首创

建立泰州市中医药健康服务行业协会，建立中医医疗联

合体、中医药服务志愿者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制订《泰

州市基层中医馆建设实施方案》《泰州市基层中医馆建

设与考核细则》，建成基层中医馆１１０家，在全市以乡镇
为单位实现中医馆全覆盖。积极推动中医药养老，鼓励

中医医院建立健全老年病科。推进国家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区建设，申报国家与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与项目４０多项。扬子江药业５０亿元的龙凤堂中成药
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泰州市中医院１１亿元的新院、兴化
平望湖景区万亩荷塘、江苏中药科技园等工程项目投入

使用。泰和堂二期四馆一站工程、兴化市中医院新院与

养老康复区、溱湖湿地健康养生区等项目正在建设中。

（余杏敏）

海陵区

管理体制和服务网络　整合卫生妇幼健康和计生
指导（药具）站资源，新组建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厘清区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应急等职能。推

进和改进城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投入使用，城南中心纳入城南管理中心统一建设，城

北中心条件得到改善，城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按照保

留一批、建设一批、购买（服务）一批的方式正稳步

·２４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推进。

中医药服务　基层４个“中医馆”建设项目通过国
家中医药局验收，苏轩堂中医门诊部被省推荐为国家中

医、旅游项目示范点，城西社区中医建设被市推荐为省

中医、旅游项目示范点，罡杨卫生院骨伤科建成了省级

基层特色专科。出台《关于开展“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

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的通知》，邀请市、区两

级中医专家进基层、进农村、进社区开展中医药科普巡

讲６场，到场听众８００多人；开展广场义诊活动，发放治
未病、养生保健等宣传材料２０００余份。开展中医药健
康管理服务项目和４项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人
数１０００多人次。

人才队伍建设　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医疗
卫生人员队伍，力争全系统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医务人

员本科以上学历达７０％，大专以上学历达９０％，中级以
上职称达４０％。通过市中医医联体、区级医联体建设
和卫生支农，采取结对帮扶的方式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的服务能力。组织开展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培训、

乡村医生实用技能进修、社区全科医生骨干培训及社区

医生、社区护士岗位培训，组织开展相关竞赛活动，与区

总工会联合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苏陈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获得全省医技人员比武团体一等奖。

公共卫生　将城东、城中街道内７个社区居委会的
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

由有富余资源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承担。各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组建健康管理团队，通过“家

庭医生健康服务协议”对重点人群实行签约式服务，定

期下社区坐诊。根据需求为重点人群提供规范化指导、

个性化随访等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卫生监督　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及风险监测、食
品安全标准、食源性疾病预防知识和依法维权等宣传教

育活动。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走进校园专场讲座，对区属

中小学分管校长、学校卫生管理员、区卫生监督员开展

食品安全主题宣教实践活动。将泰州第四人民医院新

增为省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按要求开展相关监测

工作。新聘用综合监督协管员４０名，信息员５３名，加
大卫生计生监督队伍培举办集中培训４次，组织参加市
级培训２次，为一线监督员配备了１１台集拍照、摄像、
录音等功能的行政执法记录仪，用于全程记录工作过

程。开展学校卫生“护蕾”行动，全面推广使用学校卫

生综合评价监督监测网络数据管理系统。开展打击非

法行医“春雷行动”，取缔游医点１３处，取缔非法诊疗
场所并张贴取缔公告 ９处。开展“美得安全”系列活
动，生活美容市场整治、口腔诊所督查分批实施。开展

村医法律法规全员培训，开展旅馆、沐浴行业专项整治，

游泳池专项整治，公共场所监督覆盖率１００％，户次率
２００％。探索开展传染病防治综合评价，实施预防接种
专项监督。受理投诉举报３７起，行政处罚６起，对医疗
机构实行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共８分、约谈负责人１２人

次、注销医疗机构４家。对２３起违法生育征收社会抚
养费案件移送法院执行，将既往未执行到位的列入黑

名单。

党风、政风和行风建设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全系统党员佩戴党徽上岗，开展以“我的

医德格言征集宣讲”“医德医风建设月”“纪念长征胜利

７０周年”“医技人员技能比武”“中医汉字书写大赛”
“身边的好医生、好护士、援藏专家事迹报告会”等为主

题的海陵区卫生计生文化系列活动。

疾控和妇幼　为４１０９对新婚夫妇提供免费婚前
医学检查，检查率８９．３９％；农村妇女叶酸补服９７６人
次；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８４６人，政府投入资金４２．３
万元；为全区１２９０８名育龄妇女开展两癌检查，共查出
乳腺癌５例、宫颈癌５例、宫颈癌前病变６１例，生殖道
感染８２０例；为９８１对适宜夫妇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完成率１０４．３６％。省、市实验室室内质控检查结果
均为优秀。做好国家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点工作，在

线上报各类报告９０份，个案信息２７５条，完成目标人群
个案收集率１８３％。全区无甲类传染病的发生，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一起（实验小学水痘暴发疫

情）。传染病发病率 ２５３．８９／１０万，乙类传染病 １１种
６８５例，死亡１例（结核病），丙类传染病５种９６７例。
预防接种门诊建设达标率１００％，城西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６家单位通过数字化门诊验收，以乡镇为单位适龄
儿童预防接种率９５％。实际管理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
１２２例，实际随访且完成至少一次 ＣＤ４检测的１１８人。
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１４１５６９人，初筛阳性１２７人，确证
阳性６９人。承担孕产妇国家级监测点工作，对４００名
孕产妇进行了采血监测和问卷调查，梅毒、丙肝和 ＨＩＶ
均未有阳性病例检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定点医

院管理率１００％。精神障碍患者在册人数１９３５人，发
现报告率 ４．０１‰、管理率 ９１．２４％、规范管理率
８００３％。新排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３２人；处置一起社
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肇事事件；安置一例刑满释放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购置更新发电机、对讲机、防护服、口罩

等基本储备类应急物资，举办卫生应急工作培训班，规

范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日常管理，开展交通事故多人受伤

的卫生应急救援演练，参与区应急办组织的抗洪排涝应

急演练，参与处置罡扬小作坊爆炸事件。

人口和计划生育　全年新增照顾再生育审批 ５９
例。计划生育奖励扶持共投入１３８１．３２万元。实施计
划生育特困家庭住院护理保险工作，为９６５人投保，有
７９人次获得住院护理补偿１１．２７２万元，其中２人次获
重症赔付２万元。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联合成立“流
动人口服务站”。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数９８１对，
完成率１０４．３６％。开展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避孕做实做强计划生育药具发放与管理工作，在全区卫

生服务机构增设１０套“二代身份证取套机”，开展计划
生育随访服务６８１６人次，完成上、取环、人流等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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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手术４０４例，并为有需求的流动人口提供孕、环情检
测、妇科检查等服务。做好妇女“两癌”筛查的汇总督

查工作，对８９名漏检的阳性案例，逐一安排进行补检。
完成全区托幼机构的信息摸底工作，辖区内的４９家托
幼机构信息皆已建案在册。

（刘文成）

高港区

概况　高港区共有医疗卫生单位８２个，编制病床
１０７７张，实际开放病床８８０张，卫生技术人员１０８５人，
注册医师５４１人，每千人拥有医师数２．０８人，注册护士
４３７人，床护比０．５０。高港区人民政府与泰州市人民医
院正式签订合作共建市三院的战略合作协议，拟订医管

会议事规则和合作共建运营方案、医疗设备添置方案、

人员定编定岗方案。高港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分别核定

市三院、高港中医院 ６４０名和 ４６５名人员总额。市三
院、高港中医院取消门诊输液。全面建成省级示范村

（居）卫生室创建任务。区编办、区卫生计生委联合出

台《关于优化整合镇（街道）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资源的实施意见》，完成区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服务资源整合。

疾病预防控制　推广适龄儿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补偿保险服务，成功投保２６７例。开展“居民健康素养
评估学习系统”自测活动，９６５３人次参与自评。大泗
镇卫生院、永安洲镇卫生院积极申报创建健康促进医

院。指定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区食源性疾病监测省

级哨点医院，负责食源性疾病病例、食源性异常病例的

信息报送，全年采集病例１５０例。开展食品安全知识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活动。全区无甲类传染病发

生，共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１种 ２０１例，丙类传染病 ４种
３８１例，与上年同期比，报告传染病总数上升 ４．８６％。
登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６０例，其中新发涂阳２７例。报
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３例，新增管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ＨＩＶ）１６例。全年血防查病３２７９人（其中流动人口查
病１２８７人），血检阳性６人，扩大化疗６人。完成居民
户碘盐监测３０２份，疟原虫血检８１０人，发现２例输入
性恶性疟、１例输入性卵性疟。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１９４１９４份，建档率 ７７％，６５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
３２７０１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６５．５１％，糖尿病患
者规范管理率６１．４６％。居民死因登记报告２４５２例，
肿瘤病例登记报告１０５０例，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登记报
告１３００例，为全区２８８名低保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免费
服药服务。全区儿童基础免疫接种率９７％。

医政医管　田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喉科创
建成省特色专科。组织区内骨科、泌尿外科、肛肠科、儿

科、口腔科、中医内科、中医妇科等１０多名专家分批到
基层巡诊２０多次。建立村卫生室名医工作室和团队工

作室，组织人民医院专科医师和基层医疗机构业务骨干

定期到村卫生室坐诊服务。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高港

中医院、眼科医院选择输尿管结石、乳腺良性肿块、白内

障等病种开展日间手术，２０１６年，全区共开展日间手术
４０７例。对１９５位执业（助理）医师进行了简易程序考
核。核定全区具有麻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１１４位。组
织实施基层骨干人才遴选，共遴选２４名基层骨干人才，
其中蔡志华等９名同志申报省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
在基层医疗机构巡回开展院内感染、分级诊疗、肿瘤的

早期筛查、药物合理应用、急救知识、务实进修等省、市、

区各类培训１４００多人次。成功举办高港区“５．１２”医
护人员技能大比武活动。组织参加泰州市基层岗位练

兵和技能竞赛，获得团体三等奖、个人三等奖的好成绩。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泰州市医政工作促进会暨分级诊疗
培训会议在高港区召开，高港区作了分级诊疗试点经验

交流。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全区累计签约服务１９８６９户
居民，签约６１２８８人。高港区卫生计生委联合高港区
文明办组织开展了高港区“最美医务工作者”评选活

动。王雪明、金晓武、唐媛玲、张玉霞、张岳、叶平、杨素

梅、王连珠、顾维、虞静、韩华丽、许玲、常小荣、洪岳山、

吴仁群、吴建军、刘春红、周霖、吴金峰、蔡志华、张洪远、

王小红等２２位医务工作者获评“最美医务工作者”。
中医药管理　许庄、刁铺、大泗、永安四家医疗单位

“中医馆”顺利通过省级考核验收。高港中医院、慕云

儿科、田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刁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成功申报国家和省中医药旅游示范项目。组织高

港中医院、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中医专家讲课以及

针灸培训班，开展中医健康讲座６场次，累计培训３９０
多人次。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陈萍主任顺利通过“省

第二批中青年中医人才”市级研修班结业考核，高港中

医院陈永东主任顺利通过“国家和省有关人才培养项

目的考核”区级考核。

妇幼健康服务　出台《关于泰州市高港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等规

定的批复》明确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职能。

将育龄妇女（含流进育龄妇女）的生育服务登记、儿童

预防接种、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手册等九种登记簿整

合成《高港区生育保健便民服务簿》，实现妇幼、计生

“九簿合一、一站式”服务。完成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１０３４人，评估为高风险人数 １１０人，早孕随访 ２９６人
次，妊娠结局随访３７０人次。育龄妇女“两癌”（乳腺癌
和宫颈癌）筛查１０２３８人，落实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
助１３０９人。妇女增补叶酸８１６人，增补叶酸知识知晓
率１００％。全区无一例儿童死亡漏报、活产漏报；婴儿
死亡率 ２．０３‰、孕产妇死亡率 ０；婴儿出生缺陷率
０．２６‰。

爱国卫生　胡庄镇创成市级卫生镇。口岸街道的
徐桥村和吴楼村、刁铺街道的通太社区、许庄街道的蔡

庄村、永安洲镇的永兴村、大泗镇的霍堡村、胡庄镇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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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和丁庄村、白马镇的前进村等９个村创成省级卫生
村。口岸街道的城南社区、戴集社区、东南社区和集成

社区，刁铺街道的圩岸社区、许庄街道的管沟村和赵王

村、胡庄镇的胡庄村和赵市村等９个村创成市级卫生
村。组织６个参赛队共１２６人参加全国首届“万步有
约”健走活动。在首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

大奖赛活动中，高港区被评为“省内优秀示范区”，高港

区港城队获得“优秀团队奖”。

综合监督　对全区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开
展综合监督检查，对主城区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下发卫生监督整改意见书４８份，
立案查处１家。对辖区内的公共场所单位进行量化分
级评分并张贴等级公示，其中 Ａ级８家，Ｂ级８９家，Ｃ
级２４家。新发卫生许可证４６份、延续４５份、复核１０１
份，培训发放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６７４０份。

计划生育　实施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登记一孩
１２２６例，二孩１２１４例。发放各类奖励扶助金１３５０５３
万元，其中，奖扶 ８２６．９９２万元，惠及 ９０４９人；特扶
２４８．４万元，惠及３７１人；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２０７．１４４
万元，惠及７０１人；城镇非从业居民一次奖励８．１万元，
惠及２７人；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 １３．８１万元，惠及
１６２９２人。继续落实节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生活补助制
度，发放生活补助金４６．０８万元，惠及３８５户。将流动
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范围和社区卫生

计生公共服务体系，健康教育４２５９３人次，建立电子健
康档案３６２６份，辖区内居住满３个月的０～６岁流动人
口儿童预防接种１６２８人次，流动人口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全部纳入属地管理，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率，计

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和免费服务率均１００％。联合多
部门对留守儿童进行了各种举措的关怀关爱。圆满完

成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点调查任务。开展江苏省

“连心家园”项目示范点创建，特邀泰州市二级心理咨

询师徐良颖担任首席心理咨询师，招募１３８名志愿者组
成医疗卫生、心理援助、法律援助和家政服务４个志愿
者服务团队，对“失独”家庭实施“一对一”结对帮扶。

结合“党员干部百村行”、“三解三促”“大走访、大落

实”等活动，精心安排重大节日和关键节点走访慰问活

动，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建立健康档案３７１份，签
约服务７４２人次。

（王　军）

姜堰区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医疗卫生计
生机构３０４家，其中三级综合医院１个，三级乙等中医
医院１个，镇卫生院（医院）２２个（其中二级综合医院
１个），民营医院７个（其中二级综合医院１个），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４个、站１７个，村卫生室１８９个，诊所

４０个、厂校医务室１３个、门诊部５个，其他卫生机构１０
个。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３７２６张，其中：医院
２６８８张（含民营医院５７１张），卫生院７７２张，平均每万
人拥有５１张；卫生技术人员３８１２人。其中执业医师
（含助理）１９３４人，注册护士１４９４人，平均每万人拥有
卫生技术人员５２人、执业医师（含助理）２６人、注册护
士２０人。２０１６年，全区卫生计生部门医疗机构门急诊
２１５．０９万人次、出院８．８６万人次。全区卫生部门固定
资产９．８８８１亿元，医疗卫生事业费３．１５３１亿元（含城
乡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改厕专项经费），平均每门诊人

次医疗费用６２．６３元，人均住院费用８９７１．０１元。
卫生改革　成立区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协调发

改、人社、财政、卫生计生等部门共同推进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建立以市第二人民医院、姜堰中医院、溱潼人民

医院为核心的医疗联合体，加强县级公立医院对基层医

疗机构的帮扶与指导，着力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分

级诊疗机制。在全区２３家镇级和２家区级医疗机构全
面推行检验试剂耗材集中采购工作，全区检验试剂耗材

集中打包采购降价幅度达２０％。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计
生机构绩效考核，制订《姜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

补偿办法》，全面推行“核定任务与定额补助挂钩、适时

动态调整”的办法，引导和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

更多更优服务。完成镇卫生院与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整

合工作以及太宇医院资产重组工作。完成镇卫生院及

村卫生室ＨＩＳ系统和基本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推广使用
工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医生工作站和住院医生工

作站使用率１００％。加强区域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建设，
姜堰区成为泰州地区首家通过省三级区域健康信息平

台评审的县（区）。

疾病防控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１８种
２０７６例，无甲类传染病发生，死亡５例（艾滋病４例、狂
犬病１例），发病率２８４．５／１３万，发病数与去年同比上
升１７．９５％。全年对戊肝、未分型肝炎、麻疹、出血热、
狂犬病、登革热、猩红热共２０５例传染病病例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及疫点处理，流调率１００％。开展霍乱金标试
纸进行腹泻病人初筛检测工作，全区腹泻病门诊共报告

登记腹泻病人８２６８例，检索１２４８例，检索率１５．０９％，
达总人口的１．６２‰，所有检索结果均阴性。全区春季
查螺共调查９个镇（街道）的５４个行政村，参加查螺人
员１９０４人，投入查螺工日１６２３１个，调查面积１３０４４３
万平方米，查出有螺环境２个，均为历史有螺环境复现
钉螺，有螺面积１．０１５万平方米，解剖钉螺６８只，未发
现感染性活螺；针对有螺环境，及时科学制订灭螺方案

并组织专业灭螺队进行全方位灭杀。开展血防监测点

流动人口查病，采用ＨＩＡ法监测查病２００人、血清学监
测（ＤＤＩＡ法）查病４０３５人、粪检查病１００８人，均为阴
性；牲畜查病１１９头，未发现病畜。全年共对４３例治愈
晚血患者开展询诊，对１例尚未治愈的晚血患者组织体
检。全区非结防机构共登记肺结核患者 １９９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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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转诊率１００％；应追踪患者１１７例，追踪到位１１６例，
追踪到位率达９９．１５％；筛查８９例菌阳肺结核患者的
密切接触者２６９人，筛查率１００％。全区共治管肺结核
患者２６３例，痰培养阳性８９例，培养率１００％，涂阳培阳
７７例，涂阳培阳率９０．５９％。全年新发现艾滋病病例３２
例，与去年同比，发现率上升 １００．２５％。ＨＩＶ感染者／
患者应随访管理 １１０例（其中死亡病例 １５例、失访
６例），实际随访８９例（其中艾滋病患者３７例、ＨＩＶ病
毒感染者５２例），有７５例患者及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
疗。全年全区４家ＶＣＴ门诊共接待求询者１０２３人，免
费检测发现ＨＩＶ抗体阳性１０例；艾滋病抗体筛查实验
室及艾滋病抗体检测点全年共检测７３４７０人次，发现
ＨＩＶ抗体阳性３２例，艾滋病抗体筛查检测率已达总人
口的１０．２０％；今年开展４次 ＣＤ４检测，共检测１４６人
次，对艾滋病病例配偶检测 ＨＩＶ抗体 ４０人次。开展
ＡＦＰ病例监测，全年共查哨点医院２５家，查内、儿、传等
科室的门诊、住院患者数近万人，共搜索到 ＡＦＰ病例２
例，均进行流调、４８小时双份样本的采样送检及６０天
随访工作。开展麻疹监测，全年共发生计免相关疑似麻

疹病例３０例，经流调及采样检测，确诊麻疹１例，风疹２
例，排除２７例，疑似麻疹排除率３．６０／１０万；对２例确
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麻疹疫苗的应急接种。开

展ＡＥＦＩ监测，全区共报告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９３
例，单位报告率１００％，其中异常反应１２例。全区建成
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１６家。全区共出生新生儿５６６６
人，新生儿建卡率１００％，１２～２４月龄儿童基础疫苗接
种率均９５％。全年共完成５４份零售层次食盐碘含量
监测，均为合格碘盐。对５个镇按要求开展人群碘营养
监测及居民户层次食用盐碘含量监测，触诊２００名学龄
儿童，发现Ⅰ°肿大者１名，８～１０岁学龄儿童尿样２００
份，尿碘中位数为２７８．４μｇ／Ｌ；孕妇尿样１００份，尿碘中
位数为３３８μｇ／Ｌ。完成居民户碘盐监测３００份，有５份
不合格碘盐。完成全区１６个镇（街道）１８个水厂的枯
水期水碘监测工作，水碘含量在１．７～１２．５μｇ／Ｌ之间。
全年全区共发现疟疾病例９例，其中８例为恶性疟病
例，１例为卵形疟病例，均进行正规治疗和疫点处置；对
上年的６例卵形疟病例患者进行休止期根治，全程服药
率１００％；１１月份通过省级泰州市消除疟疾达标考核现
场复核验收。完成４２６家企业９４９６人的职业健康检
查，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异常３７４人，职业禁忌证１２５人，
疑似职业病１９人次。发现高血压患者１４１９３５人，管
理８６２７１人，管理率６０．８％，规范管理７７５０４人，规范
管理率９０％；共发现糖尿病患者４９０２４人，管理２０１５６
人，管理率 ４１．１％，规范管理 １８５４１人，规范管理
率９２％。

医政管理　落实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４０项具体
措施，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医疗机构间临床检验检查报

告互认和日间手术、预约诊疗服务等，组织开展医疗护

理核心制度、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三合理”规定等制度执行情况以及一级医疗机构归档

住院病历督查。组织开展无偿献血９０多次，接受无偿
献血４６９３人次，献血７２１３．５个单位；全区医疗机构临
床用血成分输血率９９．９８％。年内获得姜堰区科技进
步奖８项、泰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６项。实施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举办两期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班，培

训基层医师２００余名，确保每家基层医疗机构均有一名
以上骨干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和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开

展第六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系

列活动１８场次，组织开展第四届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周活动、中医专家进村义诊、冬病夏治、膏方节等活动

３３场次。全面推进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全区乡村
医生签约家庭１２４６４８户，其中签订基础包３７９８０４人，
签订特需服务１６７５人，基础包签约率６３％。制订城市
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方案。

卫生监督　依法开展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职业
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传染病防治、医疗

卫生、计划生育和中医服务监督执法工作，全年共立案

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１７宗，没收违法所得１．６８万元，没
收药械１２３３件，罚款金额１７．２５万元；查处不规范执
业医疗机构３家，罚款３０００元，并给予记分管理；对１０
家违规经营消毒产品的单位实施了行政处罚，罚款金额

１万元；对３６家未取得《卫生许可证》开展公共场所服
务的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立案

３３件，征收入库２０．８２万元。全年未发生一例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全年累计办件 ８７３件，按期办结
率１００％。

妇幼保健　全年完成２０８７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实施农村妇女孕前和孕早期增补叶酸２９３１人、
孕产妇住院分娩直补４３９３人、免费婚检４８６４对、农村
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５０１３人、艾滋病和梅毒检查
４１０２人、乙肝检测４１４０人，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产妇
所生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２２９支。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按人均５０元标准建立了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项资金，全年筹资３６５２万元，并
采取“当年预拨、次年考核结算”的方式下拨专项经费。

爱国卫生　组织开展第２８个爱国卫生月暨第２０
个健康教育宣传月以及“世界卫生日”宣传活动。巩固

卫生村创建成果，年内创成省卫生村５个（娄庄镇朱翟
村，张甸镇甸头村，蒋垛镇许庄村，顾高镇西芦村，桥头

镇大杨村）、泰州市卫生村７个（罗塘街道唐园村、梁徐
镇二塘村，俞垛镇角墩村，华港镇徐家垛村，溱潼镇龙港

村，大伦镇土山、东徐村）。完成农村卫生户厕改厕

６１０９户。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覆盖率１００％。
计划生育　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７％。完善并规范

首接责任制、全程代理制、信息公开制等生育登记服务

制度，积极推行委托办理、村级代理办理等便民利民服

务举措。全面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惠政策，全年审核确认奖励扶助人

·６４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员３２１４７人，发放资金２９３２．６０８万元；特扶人员１５９７
人，发放资金１０８８．０９万元；核准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人员９４７人，发放资金１１．３９４万元；登记核准两个一次
性奖励人员３９３１人，发放资金１１７９．３万元；免费治疗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９８３名。出台《关于进一步做
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意见》《关于计划

生育特别扶助家庭住院护理保险补助的意见》《关于做

好全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签约服务的通知》《关于

深入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亲情牵手结对帮扶的

通知》，实施“六个一”精准帮扶。为全区１５９７名特殊
困难人员免费办理了每人每年１６８元的住院护理保险，
全年共计赔付９５人次，累计赔付金额１６．２４万元。探
索建立“连心家园”，为“失独”家庭搭建活动平台；投入

２０余万元购买日常生活护理、健康体检等社会服务，为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日常生活便利。开展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电子化改革，开展流入人口、返乡流出人口和

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关爱活动，加强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规范化管理，完成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

行风建设　制订两委“两个责任”清单和班子成员
责任清单，强化一把手“第一责任人”和班子成员“一岗

双责”职责。组织开展系统基层党组织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当面报告活动，在全系统组织开展“在岗

不作为、履职不担当”专项行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卫计情 健康行”机关服务品牌和系统内系列服务品牌

创建活动以及姜堰区第二届“十佳医生”“十佳护士”暨

“最美村医”评选活动等。

基础建设　人民医院科研教学楼、溱潼人民医院内
科病房楼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完成区疾控中心业务用

房改造、大伦卫生院整体搬迁工程装修以及７０家村卫
生室达标提升工程建设，实施港口卫生院整体搬迁工程

装修，启动俞垛卫生院门诊病房综合楼土建工程建设。

创建成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３个、省示范镇卫生院
１个、省示范村卫生室３个。

（姜森林　祝　华）

医药高新区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委托江苏省社科院编制《泰
州医药高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

立高新区卫生监督分所和高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中西医结合医院实施医药价格综合改革，

２０１６年财政补偿４５２．６２万元，补偿率５８．７％。成立泰
州医药高新区医疗联合体，编制《高新区分级诊疗及双

向转诊工作实施方案》。野徐、寺巷卫生院迁建工程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康居、城南、龙凤、杨庄４所村级卫生
机构建成省示范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　组织急救技能“心肺复苏术”
操作竞赛，实施《高新区进一步全面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组织大型义诊周活动。推进“平安医

院”创建活动。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加强

医务人员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积极推动泰州职

业技术学院卫生应急体验馆建设。开展无偿献血宣传

并组织相关活动。野徐、寺巷、塘湾卫生院通过全市基

层中医馆建设情况督查评估验收。２０１６年许可设置医
疗机构６家，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４家，受理医师
执业注册及变更注册２２人，护士注册材料初审２５人，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审批初审１家。完成全区医疗机构
校验。组织开展２０１６年卫生执业资格、专业技能考试
等各项报名确认工作，确认护士资格考试１０８人、初中
级职称考试１０６人、高级职称考试２３人、卫生人才评价
考试３人。推行继续医学教育学分ＩＣ卡管理模式。对
园区企业开展挂钩帮扶，为区内客商、企业提供卫生政

策咨询贴身保姆式服务，协助推进中国医药城有关项目

的产业化。强化医疗机构和公共场所监督，建立５１家
医疗机构的基本档案，对医疗机构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查处各类违法行为１２起。

公共卫生服务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区累计激活（新
建）居民健康档案９７２３２份。全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共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４１个，更新宣传栏４９２期，发放
健康教育宣传资料１８种１５万份，播放健康教育音像资
料８００场次，组织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咨询活动３３次，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６８场。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
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规定值以下。全面使用

儿童预防接种和疫苗信息管理系统，全区７周岁以下儿
童计免接种率９６％。落实重大疾病、结核病、艾滋病和
重大妇幼卫生服务项目，２０１６年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补助６７５人，每人补助５００元计３３．７５万元。完成市下
达的９５万平方米查螺和１０万平方米灭螺任务。

人口计生服务　２０１６年办理一孩生育服务登记
１０１３例，二孩生育服务登记９１０例，再生育审批发证４１
例。违法生育案件立案查处４８例，社会抚养费征收到
位６４例计４９．２４８７万元。审核发放６项奖励扶助资金
７１２．７８８万元。开展生育关怀行动，为２１０名计划生育
特殊困难家庭对象投保住院护理及大病保险。做好计

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签约服务，全区共签约１３３户建档
２１６人。明珠街道顺丰生育关怀基地评为“省级生育关
怀项目”，项目期限到２０１９年９月，获得５万元的项目
资金。完成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４３９对拟怀孕夫妇。
完成３５～６４周岁已婚育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４０９６人。
新增药具自动发放机９台计４．８６万元。加强育龄妇女
孕环情监测，３月份和９月份共为４３３０４人次育龄妇女
实施免费孕环情检查。

党风廉政行风建设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
习教育，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剂科先后被评为医药

高新区“党员先锋岗”、“巾帼示范岗”和泰州市第三批

“党员先锋岗”。强化党务院务公开，推进泰州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阳光用药监管平台建设。组织开展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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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管理审计检查。及时处理各类

信息咨询、建议投诉等来电来信来访５０余件，回复处理
率１００％。

（袁红梅）

兴化市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全市批准再生一孩材料
１９０份，受理各类卫生行政许可６８５件，其中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１９０件，放射诊疗许可３１件，集中式供水单位
许可５件，医师执业变更许可 ３０９件，医疗机构设置审
批４件，医疗机构执业登记许可３件，医疗机构校验证
书核发１４３件。

疾病预防与控制　年内共报告法定传染病１６种、
２０５１例，传染病总发病率与上年持平。发现、报告４起
水痘病例和１起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报告规范率、调
查处置率 １００％。全市建成预防接种数字化门诊 ２４
家，另有９家正在改造建设中，以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
预防接种率９８％以上。制定下发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
监测方案，明确市人民医院等７个单位为食源性疾病监
测哨点医院，完成省下达的样品监测任务。组织开展医

疗机构放射诊疗监督、饮用水卫生评级、社会办医疗机

构诚信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治分类综合评价、学校卫生

综合评价监督监测等专项工作。受理各类投诉举报事

项 １２起，办结１２起。办理各类行政处罚案件１４起，办
结１１起，无复议撤销、变更及诉讼败诉案件。

医政医管　对全市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工作进行督
查，对７家医疗机构发出整改通知，纠正７家医疗机构
１２个科室不规范管理行为，清理部分医疗机构不规范
的合作科室。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预约诊疗服

务，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试点开展日间手术，全年出院病

人平均医药费下降３％。开展优质护理，加强专科护士
队伍建设，选派临床基层骨干护士１９名赴市人民医院
进修。做好高值耗材监管，针对泰州市卫计委医用耗材

临床应用管理专项督查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督查，加强对

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的监管。联合市总工

会开展护理人员急救技能操作竞赛活动，全市医疗系统

２００余人参加。举办村卫生室人员初级急救知识培训
班，４２名来自不同乡镇的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参加培训，
取得省急救技能考核合格证。抓好医师规范化及注册

前培训，举办医疗技术、急救技能、护理技术、中医药等

方面知识讲座和培训４５场。加强抗菌药物管理，７家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７月１日停止门诊输注抗菌药物，
年底全部停止门诊静脉输液。重视医疗科室建设，制订

优势科室发展计划，在人、财、物上给予倾斜，市中医院

肛肠科建成市第一个省级重点专科。公立医院全面实

施医疗责任保险，乡镇（中心）卫生院及所辖村卫生室

与保险公司签订２０１６年度医疗责任保险协议。引导医

患纠纷第三方调处，全年调处医患纠纷 ５６起，调结
５２起。

基层卫生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实施十二
大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投入６０万元为项目
实施单位统一购置身份证读卡器，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的真实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经费标

准提高到５０元，按照４５％的比例设立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村级补助资金池。高血压规范管理率８３．３％，
糖尿病规范管理率８３．４％，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
０．４％。

妇幼健康　市人民医院共接产２２８９人，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２０％。市妇保院共接产３０８３人，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１２％。全面完成乡镇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作。戴南、沈伦镇卫生院，加大投

入，创建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健康规范化门诊。开

展婚前、孕前、孕产、产后、儿童５个时期的生育全程医
疗保健服务，重大妇幼卫生项目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全

年组织开展“两癌”筛查服务２．５４万人、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５０６３对。市人民医院依托急救中心，建立孕产妇
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妇保院和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建

立集团医院，与上海红房子医院、泰州市人民医院建成

协作医院。与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联合举办母乳喂养指

导师培训，普及母乳喂养知识。促进妇幼健康与中医药

融合发展，扩大中医药在孕育调养、产后康复、儿童保健

等方面的应用，努力减少妊娠并发症以及儿童常见病多

发病的发生。

计划生育　全市两孩生育服务登记６４９２例。全
市出生政策符合率９９．８％，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基
本正常值范围内，完成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

５０６３例，各类计划生育民生资金全部兑现，累计发放惠
民资金６９８９万元。与市文明办、妇联等六部门评选表
彰幸福家庭９８户。

中医药　完成国家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诊疗区建设
项目验收工作。全市建成中医馆２７个，３５个乡镇（中
心）卫生院全部设置中医科室，戴窑、周庄等７家乡镇
（中心）卫生院完成中医馆提档升级，形成全新的“４室
１房”中医药科室设置格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
医药目标人群覆盖率达６５％。基层中医药人才、中西
医结合人才、师承人才等培养项目有序开展。与南京中

医药大学合作，成立国际经方学院兴化经方研究室。全

年举办“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义诊、咨询等活动１８场。
各乡镇（中心）卫生院均能使用１２种以上中医适宜技
术，村卫生室均能使用６种以上中医适宜技术。

纪检监察　制订实施方案和学习教育方案，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做好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和干

部档案审核工作。制定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责任

清单，对“两个责任”情况进行督查。开展“党委书记谈

廉、分管领导谈责、纪委书记谈纪、支部书记谈心”活动

４１９人次，对违规吃请、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贴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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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旅游等“四风”问题督查１７次。集中采购与统一
配送医疗卫生机构临床检验试剂及耗材，持续推进廉政

风险防控和重点岗位轮岗工作，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全

年共有３３５人次上交（拒收）“红包”２１．７８万元，共接
待、受理、处理行风作风类信访、投诉 ５４件，办结
率１００％。

（罗爱华　茅清）

靖江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市政府成立市公立医院管理
委员会，下发《靖江市医疗集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修订《靖江市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和《靖江市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会同市物价局，对皮防所等３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实行
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的可行性进行现场调查和测

算，并向市医改领导小组递交了改革实施报告。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撰写《靖江市双向转

诊与分级诊疗制度实施现状调研报告》，起草制订《靖

江市分级诊疗工作方案》。市第二人民医院改扩建（一

期）工程主体封顶，新桥城医院建设基本完成，季市中

心卫生院迁建工程、滨江新区卫生院门诊综合楼建设工

程有序启动，敦义卫生院病房楼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市

健康促进中心人体奥秘科普馆工程即将投入使用。临

床检验、医学影像、集中消毒供应和远程会诊４大中心
稳定运行，加快区域集中消毒供应分中心建设进程。执

行基本药物网上集中采购及零差价销售制度，全市公立

医院基本药物制度实现全覆盖。

公共卫生服务　细化项目实施方案和考核标准，实
行基本公卫人员“定人、定岗、定责”。２０１６年按照人均
５０元的标准筹集项目资金３４３４．５万元，实行逐级督导
考核发放补助经费。推行公共卫生网格化管理，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侯河、惠丰两家试点单位提供多元化

医养融合服务。虹兴、新江海、江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规范化建设基本完成。西来和马桥卫生院完成

“健康小屋”建设。土桥卫生院建成群众满意的乡镇卫

生院，孤山卫生院建成省示范乡镇卫生院，全市建成省

示范村卫生室６个。发生甲乙类传染病６４９例。网络
直报率１００％。构建“三位一体”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
治管２０３例结核患者。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
２６例，随访管理率１００％。落实血地寄防工作，通过江
苏省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评估。预防接种单苗接种率

９５％以上。累计健康档案建档率８４．０４％。实施消毒
质量与媒介生物监测、食品安全风险和水质监测。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８５．９７％。实行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信息“双公示”。新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１６３件，从业人员培训发证２５４０件。查处各种卫生违
法案件，受理投诉举报和来信来访１８件，立案查处１４

家违法单位，案件及时查处率１００％。健全二级以上公
立医院卫生应急体系，实施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

程，高效处置４·２２德桥仓储火灾事故。
医疗服务　校验医疗卫生机构２６１家，完成医护人

员执业资格注册、变更等工作，举办卫生法律、法规知识

培训班５期，培训医务人员５５６人。新批准开设个体诊
所１０家。第四人民医院创成二级乙等中西医结合医
院。医保职工康复医院、光明医院分别创成二级民营医

院。推行二、三级医院电话、网上预约挂号服务。成分

输血率９９．９％。举办护理管理培训班３期，１０名护士
长赴台学习交流。组织开展基层医务人员岗位练兵和

技能比武竞赛活动。开展抗菌药物处方点评工作，降低

抗菌药物使用比例和使用量，二级以上医院门诊逐步全

面停止静脉输液。规范医用设备试剂耗材管理，医疗机

构平均药占比为４１．９０％，其中市人民医院为２９．１５％。
集中采购药品总金额 ４３２８１．３５万元，优惠让利患者
１０２４．４８万元。确定首批６５名优秀医药卫生人才培育
工程培育对象、１１个重点人才科研项目和１０个名医工
作室。公开招聘卫技人员１０名，引进博士１人、研究生
２０人。规范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行城乡公立
医院对口帮扶制度、县级公立医院医疗骨干到镇卫生院

挂职副院长制度和城市医生晋升职称前下基层服务制

度。向基层推广适宜技术２０项，二、三级医院荣获泰州
市科技进步奖５项、靖江市科技进步奖１２项。举办全
市中医药适宜技术比武竞赛，７３名西学中医务人员通
过培训考试。

妇幼健康服务　各镇卫生院增挂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站牌子，医院内设妇幼健康服务科。完成农村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３１５８人，免费发放叶酸２４９２人，两癌
筛查２４８３３人，阳性患者全部接受正规治疗。婚前医
学检查３０２６对，婚检率９７．１７％。全市０～６岁儿童残
疾筛查２４４６６人次，筛查率８６．０７％。完成免费孕前优
生检查人数１４５７对，目标人群覆盖率８１．０３％。荣获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和２０１６年度“国家
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称号。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６年全市实施生育登记４８３０例，出
生总数５４３７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３４‰。批准再生育
三孩审批９０例，生育一孩率６３．６９％，计划生育政策符
合率９９．３３％。计生行政执法实现“四联动”。建立部
门信息采集、部门协同、部门共建、部门联办等工作机

制。试点行政审批、许可、奖励等权力下放。实施“双

诺双评”，听取群众意见建议。７部门联合制定下发《靖
江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办法》。实施住院护

理保险补助计划，全市参保人员９６１人，投入财政资金
１５．８６万元。建立就医绿色通道。完成 ２０１６年度持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企业职工及城镇非从业居

民一次性奖励政策兑现，发放对象４４５０人，一次性奖
励金１３３５万元。完成特别扶助标准提标任务，兑现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２０１６年全市出生

·９４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人口性别比１０４．５５。在各镇卫生院增设避孕药具发放
点，新增“二代身份证”取套机９台。开展避孕药具不
良反应监测与防治工作。四项手术免费服务经费核算

约２３万元。核算节育并发症特扶金１１２万元。开展病
残儿鉴定工作。加强省级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

信息系统监管，强化镇村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推进流动

人口《婚育证明》电子化改革，制订流动人口基本公共

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实施方案，把留守儿童健康关

爱关怀工作纳入政府计划。完成国家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工作。

爱国卫生工作　组织开展第２８个“爱国卫生月”
和江苏省第２０个“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制订《靖江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方

案》。开展全市春季灭鼠活动。４月份起对城区河道进
行生物灭蚊，及时更换灭鼠毒饵站鼠药。做好垃圾中转

站、公厕、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的蚊蝇灭杀，“四害”密

度控制在正常范围。推进健康促进示范单位创建，开展

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完善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印发健康

宣传资料１．５万余份，健康小礼品２８００余份，宣传画
４００余张。围绕第２９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广泛宣传
吸烟危害。

（金烨霞）

泰兴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调整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主任的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

市人民医院新区分院即将投入使用，新中医院和妇幼保

健院建设全面启动，市二院新院建设扎实推进。完成市

妇保所和计生指导中心整合，以蒋华、七圩、新市三家卫

生院为基础组建了市第四人民医院并实现一体化运行，

委托市人民医院管理。第一轮建制镇卫生院改造建设

项目顺利实施，制订了分三年对全市１９１家村卫生室进
行标准化改造的工作方案，其中“实施５０家村卫生室提
升工程建设”作为２０１６年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项目如
期完成工作目标。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康复、疗养、

老年护理等紧缺服务，新批准设置民营医疗机构４７家。
有序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在珊瑚、常周卫生院，燕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高血压、糖尿病签约服务试点，

着手开展以市二院为核心的东部医联体建设，依托市人

民医院完成临床检验中心、病理分析中心、影像诊断中

心、远程诊疗中心建设，为分级诊疗提供技术支持。扎

实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有５家非建制镇卫生院完成融合
转型，创办了４个护理院和３个以康复护理为主的综合
医院，在６家养老院和１家社会福利院完成医务室设
置。主办泰州市医养融合发展工作会议并作经验交流。

疾病预防控制　 全年共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４起，均属于一般事件。未发生甲类传染病和重大传染
病暴发疫情，传染病网络直报覆盖率１００％。完成江滩
查螺和内陆查螺工作，调查面积１５００万平方米，未查到
钉螺，接受省、泰州市血吸虫病消除评估。组织开展高

血压、糖尿病、肿瘤等重点慢性病社区健康教育，建立慢

性病自我管理小组１９６个，覆盖５５．２１％的社区。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３５岁以上首诊测血压
率９５．８６％，规范管理率８６．８１％，Ⅱ型糖尿病患者规范
管理率８７．０５％。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９８％，动态管理
率９３．２５％，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建档率１００％。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规范管理率５１．９７％。完成２２家作业场所职
业危害因素监测工作，合格率 １００．０％。完成全市 １５
个乡镇农村生活饮用水丰水期和枯水期的监测，监测二

次供水单位１１家。科技重大专项相关工作扎实开展，
完成医改重大专项食管癌／贲门癌早诊早治项目任务，
重组金黄色葡萄球菌疫苗（大肠杆菌）Ｉａ期临床试验项
目通过国家一次性临床试验基地验收，在３个乡镇开展
新人群健康状况调查１０００１例，在３４个乡镇开展食管
癌胃癌病例对照调查 １５０４人，《肠道病毒 ７１型
（ＥＶ７１）灭活疫苗免疫策略研究》获江苏医学科技一等
奖，《泰兴城乡高血压流行状况及防治策略研究》获泰

兴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医政医管　市人民医院“妇科”创建成江苏省重点
专科，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创建为省级中医临床重点专

科，实现该市省级重点专科双突破，“普通外科”创建成

江苏省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泰兴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妇

产科创建成泰州市级重点学科，麻醉科、消化内科、神经

外科、感染科、血液科等５个科室创建成泰州市级临床
重点专科。全年共下派 ４７名医护人员对口支援，对
１７０名乡村医生进行了实用技能进行培训。对全市２９
家卫生院、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质量控制进行检
查督导，开展门诊、住院病历、处方质量检查，实现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质量和安全监管全覆盖。依法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注销诊疗科目１７项，查处超范围开展诊
疗活动４家。追究医疗事故责任医师２起，１名医师因
违反医疗规范被暂停执业６个月。获省卫生计生委医
学科研课题立项１个、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１个。

基层卫生　三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５０元

"

人
"

年，１２大
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效落实。开展“群众
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建设活动，珊瑚、常周和横垛卫生

院通过省、国家验收。马甸卫生院创建为省示范乡镇卫

生院，曲霞镇镇西村和戴窑村、河失镇司马村、滨江镇苏

苏
#

村卫生室创建为省示范村卫生室。实施７大类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贫困白内障患者、老年人等人

群的重大疾病进行免费干预治疗或给予补助，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率９９％，免费提供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
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服务，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保持在９８％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

·０５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别８２．７９和８８．４６％，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化管
理率９７．７７％。

妇幼健康服务　全市住院分娩率、住院分娩补助落
实率、妇幼保健机构健全率和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

均１００％；孕产妇系统管理和保健管理、０～６岁婴儿纯
母乳喂养、婴儿死亡、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新生儿听
力筛查、出生缺陷发生、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

群覆盖及避孕药具不良反应／不良事件监测等全部达到
或超过省定标准，创建为全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

范市。

中医药　巩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
建成果，完成“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省终期

评估各项准备工作。开展基层在职在岗中医药人员学

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村卫室与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

开展系统理论与实践培训。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完善泰

兴中医院“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建设，遴选

省、市基层适宜技术项目１８项，举办泰兴市级培训班
２期，举办中成药、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中医病历及处
方书写培训班、中医公共卫生项目培训班各１期，培训
中医骨干１５２人次。开展基层医生中医基础知识和技
能培训，培训乡村医生２２２人次。

卫生应急　认真实施省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资
源调查及服务网络模式试点工作，搜集毒源信息２０００
多条，形成《泰兴市突发性中毒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并

对外发布。投入３００多万元建成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指
挥中心，创建为省卫生应急示范市。

爱国卫生　制订《泰兴市２０１６年爱国卫生工作意
见》，三级爱国卫生组织网络进一步健全，各项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虹桥镇创建为国家卫生镇，珊瑚镇创建为

省卫生镇，创建成省级卫生村和泰州市级卫生村各 ８
个，全市省级卫生镇达到６个，省级卫生村６４个，泰州
市级卫生镇４个，泰州市级卫生村５９个。启动健康城
市建设，印发《泰兴市建设健康城市工作实施方案》，虹

桥镇、五里墩社区分别启动健康乡镇、社区建设。开展

健康巡讲活动１５５场次。加大控烟督查力度。完善控
烟措施，４２家公共场所单位建成控烟示范单位。完成
改厕５０７０座，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８９．０７％，创建为
省农村改厕示范市。

政策法规与行政许可　办结生育登记 １０１１１例，
办结再生育审批１７４例。落实年满６０周岁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特别扶助对象扶助金提标工作，完成年度持证

退休企业职工和持证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金兑现。

完成各类许可事项２９４０件，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５８４件，发放及校验放射诊疗许可证２１件，新批准设置
医疗机构３０家。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健全行
政决策后评估和纠错问责机制。全年共有８家医疗机
构因限期整改后仍达不到开展助产技术服务标准被勒

令停止执业。完成１５６名符合免试条件人员的资格确
认工作和１００名申请《母婴技术合格证》人员的实践技
能考试工作。严格执行住院分娩实名制，与市公安局联

合制发《关于印发泰兴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的

通知》。严格托幼机构卫生监管，５３所幼儿园均达到
相应级别的卫生保健合格标准（其中省优４０所，市优
７所，合格园６所），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 １００％。
医疗机构日常监督检查３８３家，对１３８家基层医疗机构
开展了量化分级检查评级工作。查处非法行医３８起，
罚没款共５０余万元。

（陈二虎）

·１５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宿　迁　市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卫生计生基本情况表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数　量

与上年比

增长数

与上年比

增长率（％）
卫生机构（个） ２３６５ －６１ －２．５１ 卫技人员（人） ２８４１２ ２２３３ ８．５３
医院（个） ２３１ ７ ３．１３ 执业（助理）医师人数 １０３２７ １３８３ １５．４６
床位（张） ２５４４１ ２１５１ ９．２３ 乡村医生（人） ５１８６ －４７ －０．８９
平均每千人口 平均每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院床位（张） ５．２１ ０．７４ １５．４５ 医师人数（人） ２．１１ ０．２７ １４．６７

人

口

总数（万人） ５７１．８５
出生率（‰） １１．１３
死亡率（‰） ５．８３
自然增长率（‰） ５．３０

医

疗

服

务

诊疗总数人次（万人） ３０６９．０８
门急诊人次（万） ２８４７．０６
入院人次（万） ８０．５４
出院人次（万） ７９．９５

卫

生

费

用

卫生事业费（万元） ７５４１６
卫生事业费与上年比增长率（％） ６．０８
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百分率（％） ３．９７
卫生系统固定资产（万元） ５９３５６３
卫生系统基建投资（万元） ５１２７
平均每一门诊人次医疗费用县级以上（元） ２０９．２５
乡镇级 ７４．６１
平均每一出院患者医疗费用县级以上（元） ７１８３．３２
乡镇级 １９７０．１６

　　一、乡镇综合改革
完成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机构整合，全

市共成立乡镇（街道）卫计中心１２０个。全市９０个乡镇
卫计中心与乡镇医院签订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协议

并开始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县区制定工作细则，

对乡镇医院实行监督、考核。基本药物制度覆盖所有乡

镇，全市１２９个乡镇医院全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平均
销售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占比７５％、品种占比５７％，门诊
次均药品费用、住院次均药品费用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８％、７％。
二、医疗服务能力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医疗卫生资产１６０１２亿元。
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运行，沭阳县人民医院获批三级乙

等综合医院，市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复

核评价。市人民医院新门急诊大楼、市儿童医院新院、

市体检康复中心等卫生重大项目加快推进，成功承办第

十二届中国民营医院发展论坛。强化医疗安全质量监

管，定期检查医疗质量安全，扎实推进“平安医院”建设。

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整治，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除儿

童医院）全面停止门诊输液。中医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全市“省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增加至５个，新入选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

１人，创成省级中医重点专科１个。医学科研成果丰硕，
获省卫计委课题立项２项，连续两年获市科技奖一等奖，
市级科技奖获奖项目数量连续多年占比全市５０％以上。

三、基层能力建设

实施村居卫生服务机构提质工程，各级财政投入

２０００余万元原址提质、异地新建村居卫生机构１２５家，
创成省示范村卫生室２２个。开展乡镇医院特色科室建
设，认定市级４家、省级１家。探索实施分级诊疗制度，
在泗洪县、宿豫区启动分级诊疗试点，全市城乡医联体

２４个。加强人员培训，择优选取３３３名乡村医生参加
实用技能进修、３８名乡镇医院医师参加务实进修。开
展千名村医合理用药和急救知识培训，全年参加继续医

学教育学习近２０万人次。组织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市
代表队在全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中获团体

总决赛冠军。认真组织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确定县

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１７７人，择优申报省级优秀人才
５０人。探索开展村医签约服务，完善签约模式，明确签
约服务内容，规范服务收费，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形成“三级联动”立体化、连续性服务。推进信息化

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省级等级评测，上传数据

主要指标项继续保持全省前列。基层系统整合版上线

运行，远程医疗和双向转诊完成系统评测，互联网 ＋医
疗服务范围进一步拓展。

四、公共卫生服务

规范基本公卫服务，人均补助标准由４０元提高到
５０元，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卫服务有效提供，孕产妇死亡
率、新生儿死亡率、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等重要指

标均达到省定目标。全年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９１７７
例，死亡报告１５例，较上年同期下降６５９％。全市建
成８０家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覆盖率７８７％，免疫规
划各疫苗接种率９５％。沭阳县、宿豫区、宿城区顺利通
过省卫生应急规范化县（区）验收，该市成为全省一次

·２５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性通过县区最多的地级市。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

系，市、县（区）两级风险监测分中心通过省级验收，９家
医疗机构取得省级哨点医院资质。加强爱国卫生工作，

新增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７万座，全市无害化卫生户厕
普及率提高到８３１２％。新创成国家卫生乡镇２个，省
卫生乡镇 ２个、省卫生村 ５０个，创成省级健康社区
（村）５个、健康单位１７个。开展新一轮城乡环境卫生
整洁行动，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覆盖所有水厂和乡

镇。市传染病防治中心负压病区一期改造完成，市公卫

中心开始内外装修。

五、新农合制度

统一全市新农合报销政策，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

人均年度筹资额增加至５４５元。新农合全年参合人数
３８３４万，参合率９９７％，连续六年稳定在９９％。大病
保险筹资额调整至２０元，赔付起付线从１００００元下调
到８０００元。建立大病补充保险制度，对合规医疗费用
的剩余部分进行补偿，补偿比例为８５％，赔付额上不封
顶，首年度补偿不设起付线。２０１６年，全市新农合补偿
１６４３５万人次，累计补偿１８７６亿元，较上年增加２６７
亿元。

六、计划生育政策

推进全面两孩政策，生育登记服务制度进一步完

善，全年办理生育登记６１万件，办理再生育审批８２０
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２２５万对。开展实验室质
评，室间质评合格率９０％。全年发放扶助金１７６０２万
元，增发特扶对象扶助金１１４万元。推进出生人口性别
比综合治理，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综合执法近４０次。
全面开展流动人口生育登记服务、电子婚育证明应用，

流动人口纳入当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流动人口儿童预

防接种等６类基本公共服务优先落实。
七、综合监督

开展卫生计生领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

点，升格重组市卫生监督所，组建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行政执法支队。部署开展打击非法行医行为专项行动，

全市共出动卫生监督执法人员４０７８人次，检查医疗机
构２１９２家次，立案查处 １２９户，取缔非法行医“黑窝
点”１７３家次。开展公共场所卫生重点监督检查，城区
公共场所检查覆盖率１００％，有效卫生许可证、从业人
员健康证、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持有率超过９５％。深
化“放管服”改革，公共场所、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和涉水

产品批件卫生许可“先证后核”工作得到市政府主要领

导充分肯定。全面梳理市级卫生计生行政权力清单，确

认市级权力清单２０８项，公共服务事项１６项。
八、党的建设

严格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实施基层党建“书记

项目”，全力推进民营医院党建阵地“三好三有”标准化

建设。连续三年在全市部署开展“千万行动”，累计义

诊基层群众６５万人次。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创新
学习形式，组织专场考试，跟踪监督指导，不断提升活动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５日，央视《新闻联
播》对市卫计委“两学一做”开展情况进行专题报道。

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完善纪检监督网络，向

９家委直属单位派驻兼职纪检监察员。开展专项巡查、
专项审计，追缴到位合作费 ３６５万元，清理违规资金
１０３６万元，追责处理１１人。对重点部门重点领域保
持督查高压，灵活运用四种形态处理近２０人次。

九、其他工作

强化舆论引导，全年在市级以上报刊刊发新闻２１２
篇，“宿迁卫生１２３２０”官方微信推送消息９２１篇，网上
宿迁发布信息数量居市直部门第一名。深入开展“挂

村包户”，先后投入近５０万元支持帮扶村改善基础设
施，村集体经济、低收入农户人均年收入实现双线达标。

大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连续多年荣膺“省文明单

位”称号。２０１６年，市卫计委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全
市绩效管理优秀单位、扶贫工作先进单位、信访稳定工

作先进单位、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工作先进单位、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先进单位，获奖数量位居市直机关第二；

连续四年荣膺网友眼中的“十大给力部门”；被市委宣

传部授予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十佳学习型党组织；连续三
年荣获党建质量标准化管理先进单位；“健康宿迁”品

牌获评四星级“群众满意的机关服务品牌”。

（王早斌）

宿 城 区

政策法规与行政服务　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稳妥、扎实、有序，全年批准再生

一孩１４５例。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全年确
认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１６５７人，发放
奖励金１７４８０４万元；确认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１３０
人，发放特别扶助金９５９４万元；对４７８名持证退休职
工和８名年满６０周岁城镇非从业居民进行登记、审核，
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１４５８万元；开展手术并发症救助
２８人，其中二级 ３人，三级 ２５人，发放救助金 ３７２
万元。

疾病预防控制　 全年共计审核传染病报告卡

４７５８张，及时审核率９９９８％。登记接诊可疑结核患者
２６０２例，疑似症状者追踪２８９人，登记并规范管理活动
性结核患者３３５例。全年共接种一类疫苗２５１３万针
次，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５％，全年新建数字化预防接
种门诊６家。全区１—１２月份共血检３６１３例，共建立
居民健康档案５５９２７７份，建档率９１６％；在家居住的
高血压患者管理５５４５５人，管理率９５％，对在家居住的
糖尿病患者管理１４４１７人，管理率９５％；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２５９６人，患者检出率４２５‰，在管患者２４８９人，
管理率 ９５８８％；老年人体检 ４２９３９人，体检率
７０３２％；接受中医药健康管理的老年人３８０６５人，管
理率６２３％。全区区、乡、村三级共开展宣传活动２００
余次，健康教育讲座１１６４次，接受咨询和参加健康教
育课人数达４万余人次。统一印发４期《卫生与健康》
小报，共５１２４万人份。

·３５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医政医管　举办基层医疗机构院感管理、合理用
药、护理技能、人感染Ｈ７Ｎ９型禽流感等培训，免费培训
基层卫计人员１５００余人次；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
技能竞赛及基层医疗卫技人员“三基”抽考；因地制宜

开展“治未病”预防保健和疾病康复服务，建成区、乡、

村三级保健康复机制，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病

后防复”思想贯穿于医疗服务中；开展“健康帮扶村村

行”“医疗扶贫义诊周”“中老年心脑血管病义诊”等活

动；调解处理医疗纠纷８起，处理网络问政、网络投诉
７０余件；对２４７家医疗机构依法进行登记、变更、校验；
严格执业医师和护士考试注册工作，加强人员资质管

理，把好人员关，共受理执业医师（含助理）注册申请５８
件，变更注册申请１４７件，护士执业延续注册６１件，护
士首次注册１３４件，护士变更注册８９件，受理各种考试
报名考试报名４１１人次。

基层卫生　全面建成标准化村卫生室１３０个，其中
达省示范面积９０个，占比６９２％。２０１６年，在全区社
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

上，在全区１１个乡镇医院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严格执行
基本药物采购区、乡、村三级审核制度，进一步规范药品

采购、配送、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全年财政拨付２０６１
万元基本药物补助经费。实施基本药物后，门诊药品费

用比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前下降２５２５％，住院药品费用
下降２０５３％。

妇幼健康服务　孕产妇建册 ８４４２人、建册率
９９４１％，产后访视８４１９人、产后访视率９９１４％，新生
儿访视 ８５１０人、访视率 ９９４０％，新生儿疾病筛查
８２３３人、筛查率９６１７％，住院分娩８４９２人、住院分娩
率１００％。婚前医学检查１１８５对、婚检率８５４４％，妇
女病免费普查５８８２３人、普查率８５７５％。３岁以下儿
童系统管理２２９０１人，管理率９６４９％，７岁以下儿童保
健管理５１９２０人，管理率 ９６３１％。补助农村孕产妇
２３６６人、任务完成率１３１４４％，补服叶酸２８４８人、任
务完成率 １２０６８％、叶酸服用依从率 ９８０８％，全区
ＨＩＶ产时咨询率１００％、产时检测率１００％，梅毒产时检
测率１００％，乙肝产时检测率１００％。对１７３例乙肝表
面抗原阳性产妇所生的新生儿及时进行第一针乙肝免

疫球蛋白免费注射。全区提供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

构和人员持证上岗率１００％。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
率、儿童保健建档率及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率均

１００％。婴儿死亡率１５２‰，出生缺陷发生率３８８‰，
孕产妇死亡率０，均控制在指标范围内。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６年出生人口８７２９人，全年出生率
１２４９‰，出生人口性别比１０６；全面两孩实施以来生育
登记办理数１０３８３例，再生育审批数量１４５例，全区共
落实四项手术６１７６例，其中上环６０２３例、结扎３例，
流引产１５０例。

中医药　全区独立设置中医科的一级医疗机构１４
个，中医床位数２０张。中医科室总数２６个。全区中医
类别执业医师３９人，中医执业助理医师２４人，中药技
术人员１１人。区人民医院投资７０００万元新建综合楼

后突出特色专门设置中医诊室，蔡集医院、龙河医院、洋

北医院等也纷纷加大投入新建门诊病房楼改善中医诊

室设置。同时设置中医诊室的医院进一步完善科室设

置，添置必需的中医诊疗设施，条件较好的医院建立了

中医专科门诊、针灸理疗科，进一步完善区、乡中医服务

功能。

纪检监察　主要领导定期听取班子成员和直属单
位负责人履行“一岗双责”情况汇报，严格落实任务分

解。建立内宣、微博、微信、手机短信、市区媒体“五位

一体”的宣教格局。开展“七查摆、七强化”“五查摆、五

强化”等作风建设专题讨论，共查摆问题２２个，制定整
改措施１７项，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每季度对
违反工作纪律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点名道姓进行通报

批评。坚持抓早抓小，综合运用“四种形态”，从常态化

开展约谈述廉咬耳扯袖，到动辄则纠给予党纪轻处分，

全年先后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开展约谈、提醒２６人、
通报１２人，移交案件线索６起。

（张　秀）

宿 豫 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有医疗机构１８１个，其中三
级甲等中医医院１家（市中医院）、二级综合医院２家
（市第三医院、区珠江医院）、一级综合医院１２家（各乡
镇医院）、康复医院２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８个、村卫生
室１３２个、门诊部（诊所）和医务室２４个。现有卫生技
术人员１８０２人，开放床位２３００张，每万人拥有床位数
４２３７张，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１５８人，全区医疗卫
生总资产约９３３亿元。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１６年累计接种第一类疫苗
１９８９６２针次，平均接种率 ９９８５％，“五苗”覆盖率
９８８１％。全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累计报告乙类传染
病１２种１０６６例，报告死亡２例；报告丙类传染病４种
１５４３例，无死亡病例报告。完成中央补助３００户居民
户盐碘采样工作，其中合格碘盐２８５份。累计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３８１２５８份，建档率８５６４％；管理高血压患者
４００１２人，规范化管理３５０１０人；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
１２８７１人，规范化管理１１３５０人；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 １６５５人，纳入管理１６０５人，规范管理率
９８６９％。成功创成“江苏省卫生应急工作规范区”。

医政医管　妇产儿童医院主体工程完工；豫新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全面实施乡镇医疗机构提质

工程，其中仰化、陆集、丁嘴、侍岭４家乡镇医院全面建
成并投入使用。市中医院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复核评价，并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签

订合作协议。市第三医院通过市级二级甲等专科医院

评审，并与南京脑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建成宿迁市民

政精神病院。曹集和安康２家医院通过区级一级甲等
综合医院评审。来龙、顺河等１０家乡镇医院与市内二
级以上医院建立医联体。全年共发生医疗纠纷１２起，

·４５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比上年同期下降５５％。完成１６０家医疗机构校验，登
记或校验率１００％；新设置医疗机构３家，变更１５家，再
注册４家，依法注销１家。

基层卫生　扎实推进乡镇卫计事业改革，完成原乡
镇卫生院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整合，组建１３个乡镇（街
道）卫计服务中心，共核定编制１２６个，选出乡镇卫计服
务中心主任１１名、副主任９名。与全区１２家乡镇医院
全部签订购买公共卫生服务协议。１２家乡镇医院和
１４０个村居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累计
采购基本药物３８９１８６万元，销售３２７１５万元，直接
为群众减轻就医负担近５０００万元。全区共有２９６万
人参加新农合，参合率９９９５％。人均筹资标准由４８０
元提高至５４５元，共筹集资金１６２亿元。截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底，新农合补偿１６０９１万人次，补偿费用１１８４５
万元，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５８３６％。

妇幼健康服务　２０１６年孕产妇建卡６４７０人，系统
管理率９９１７％，孕产妇死亡率０，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３８３‰。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全年共补助
２６３２人，发放补助资金１３０６万元。开展全区３２家托
幼机构在园体检１９１５８人，体检率９９５８％。完成７家
乡镇医院妇幼保健规范化门诊建设并投入使用。

计划生育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６９３２例。开展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３０３４对，完成生殖健康筛查
４１０５８人。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特
别扶助惠民政策，共发放奖励金１３２８０４万元。为全区
５２４９名４９～５９岁独生子女父母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总
金额１５７４７０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批准再生
育１０２例。加大查处和打击“两非”案件力度，全区出
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１５６。组织开展对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流动人口、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慰问活动，发放慰问金

１０５００元，助学金７２０００余元。
综合监督　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强化对“四小

行业”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对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学

校、消毒产品、打击非法行医等为重点的卫生监督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档案建档率１００％，立案９件，罚款
２４５万元；查处无证行医４３家次，立案３０件，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５件。

中医药　建立以中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医院为依
托，村卫生室、个体中医诊所为补充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全区１２家乡镇医院、１３０个村卫生室、８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能够提供不低于６项中医药服务。加强中医药文
化宣传，开展中医药健康科普知识巡讲活动，进一步提

升广大群众对中医药知识知晓率。

党风廉政建设　制订卫计委１４项主体责任清单、
１３项监督责任清单和９项“一岗双责”清单。健全工作
纪律、人事任免、作风建设、资金管理等２３项内控制度。
开展各类廉政教育５２场次，完成１４家单位廉政巡查，
反馈整改问题３６个。

（丁义军　周帅行）

沭 阳 县

概况　全县共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９８２１人，其中执
业（助理）医师４１３６人，执业护士５３１４人，每千人口执
业（助理）医师数 ２６６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３４２
人，拥有高级职称４５２人、中级职称１４３５人，博士学历
６人、硕士学历１８１人、本科学历２２７８人。

乡镇卫生计生改革　全县按照 “医防结合、管办分
开、购买服务、契约管理”的原则，全面推进乡镇卫生计

生事业改革，４０个乡镇卫计中心全部组建到位。先后
有２７家乡镇医院承接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签订购买服
务协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全县新农合筹资标准从原来
的４８０元／人提高到５４５元／人，全县参合１５１３６万人，
筹集到位资金８５１６４５３万元，参合率９９７５％。

基本药物制度　全县乡镇医院共采购基药１０３７４
万元，销售基药９７４９万元，占药品销售总额的６７％；平
均使用基药４６５种，占全部使用品种的６８４％，全县基
本药物使用品种、销售金额占比均达到考核目标。

爱国卫生　全县共完成农村改厕１５０３０户，占省、
市下达任务的１５０３％，并顺利通过省、市考核验收，被
评为江苏省农村改厕示范县。

公共卫生　成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并组建五个督查指导组，从２０１６年８月份开始至当年
１２月，对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补短板、强基础。十二大类
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得到高效落实，服务数量
和质量实现跨越提升。

院前急救体系建设　巩固完善全县医疗急救网络，
２０１６年先后对全县１２０急救中心调度人员开展６次专
题培训；先后４次对急救医生、护士、驾驶员等进行培训
和演练；先后查处４０起争抢病人、乱收费等违法违规急
救行为，促进全县院前急救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２０１６年，以创建省级卫生应
急规范县为契机，投入５００万元建设卫生应急决策指挥
系统。先后印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人感染 Ｈ７Ｎ９
禽流感等２７个专项预案。开展强基工程系列培训，选
派业务骨干参加国家、省及市级培训６期５０人次。组
织对全系统医务人员进行卫生应急、院感、艾滋病、结核

病、人禽流感等专题培训８期１０００余人次。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程　全县完成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８８５８对，在参加筛查的人群中，查出存在高
风险人群 １３６４人，占检查人数的 ７９％，早孕随访
７７８１人，妊娠结局随访８３２６人。

生殖健康筛查工程　２０１６年，全县完成生殖健康
筛查８１８２９人，查出各种阴道炎及其他妇女病 ７３７９
例；宫颈癌筛查２５７６１人，通过病理确诊为宫颈癌７例；
乳腺癌筛查２５７６１人，查出乳腺癌７例。

卫生监管　以打击“黑诊所”、无执照、无资质行医
和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违规行

为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２０１６年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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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动执法人员５２００人次，检查单位２６００户次，立案查
处各类违法案件１１６起，移送公安机关１６起，先后有６
家医疗机构因违法违规或经营不善被注销。建立健全

医务人员负面清单制度，及时记录和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先后有４名医生被暂停执业。
利益导向体系建设　做好农村奖励扶助政策落实

工作。２０１６年累计确认奖励扶助对象３２８９人，特别扶
助对象１８５人，发放扶助资金４８３９万元；为６０周岁及
以上计划生育奖扶特扶家庭健康体检２８００人次；加大
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救助力度，为１０８户计生困难家
庭发放公益金１１７５万元；做好１９７名在校特困留守独
生子女“两帮一”结对帮扶活动，共发放生活补贴３７８６
万元和“六一”慰问金７８万元；为全县５２５４５名０～１４
周岁独生子女、１１４８３１名０～１４周岁独生子女父母、
７０３８名４９周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和１３８名“失独”家
庭父母购买关爱保险，共计投入资金３４７４２１万元。

（王之枚）

泗 阳 县

获得荣誉　荣获江苏省文明单位、宿迁市文明单
位、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创建工作先进县、江苏省优秀

管理示范单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全省计划生育系列保险
工作先进集体奖、宿迁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综合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优良奖、江苏省农村改厕示范县等荣誉称

号，并代表市参加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

获团体组第一名荣誉表彰。

乡镇医卫改革工作　成立泗阳县深化医改暨综合
医改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案。调整机构职能，将

原乡镇（街道）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进行整合，组

建乡镇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分三批次推进数字

化预防接种门诊和妇幼健康门诊建设，投入２０００万元
建成规范化门诊１９家。７月１日，乡镇卫计中心均与
乡镇医院签订购买公共卫生服务协议，将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移交至乡镇医院，乡镇医院安排专人负责实施。基

药制度乡镇全覆盖，７—１２月，全县３０家乡镇医院网上
采购基本药物总金额５４７２８１万元，门诊平均药品费
用３４６５元，同比下降 ３１８９％，住院平均药品费用
１０２０９８元，同比下降１８４９％。

医改“１＋２”工程　新创成省示范村卫生室４家。
村卫生室集中采购基本药物４３６４２５万元，到村卫生
室就诊并给予新农合补偿２１０６３万人次，补偿总金额
２５９４１６万元，就诊群众个人自付部分均次费用１１１２
元。优化乡村医生结构，公开招聘５５名村卫生室工作
人员。组织开展慢性病管理、预防接种、中医药适宜技

术等培训共１４场６０００人次。
新农合工作　新农合以村为单位覆盖率１００％，参

合人数７１１万人，参合率９９％以上。累计补偿３４４亿
元，补偿２８１１万人次，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７６９％。制订《泗阳县２０１６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

办法》，提高门诊补偿标准、县内住院补偿标准和门诊

特殊病种补偿限额。大病保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２０
元，实施农村２０类重大疾病保障。推进异地联网结报，
完成与省管理平台软件接口开发，实现与省平台联网，

与淮安８２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实行点对点实时
结报。

医政工作　制订《泗阳县卫计系统分级诊疗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在临河镇、史集街道启动分级诊疗及

家庭医生签约试点。下发《关于２０１６年医疗联合体建
设工作实施方案》，４家二级医院分别与３０家一级医院
签订合作协议，带动乡镇医院发展。推进县中医院三级

中医医院创建，黄圩、南刘集、八集等７家医院创成一甲
医院。各医院建成７个县级临床重点专科、２８个复核
专科及１个建设单位。推进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各
医院全年日间手术２８例，择期手术４６２３例，二级医院
平均住院日８３天，床位使用率９６％。

疾病预防与控制　全年累计报告乙、丙类传染病
１６４６例，无甲类传染病病例报告。强化慢性病综合防
控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拓宽食品安全宣传覆盖

面，全年累计上报食源性疾病３０３例，食源性疾病事件
上报率１０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县人民医院分
别被确认为省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县级中心、省食源性

疾病监测哨点医院。

公共卫生与重大妇幼卫生服务　建立电子健康档
案６９万份，健康管理老年人８０６１０人，规范管理高血
压患者５５９８３人、糖尿病患者１６１７５人。全年开展饮
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实地

巡查２６２９次。稳步推进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孕
前叶酸补服、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及农村妇

女“两癌”免费筛查等各类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４１１２人，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筛查２７２４０人，增补叶酸４２６４人。

计生服务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１００６１人，其中一
孩生育登记４０３６人，二孩生育登记６０２５人。为２２１３
对自愿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妻审定发放《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为３３１６对夫妇进行了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全县共计转诊各类计划生育技术手术７４４８
人次，免费落实率 ９６７１％。全年符合奖励扶助对象
４５９７人，发放奖扶金２４４２８万元。优先免费开展流动
人口儿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孕产妇儿童保健、健康

档案、计划生育、避孕节育等６类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
务。实施关爱行动，为全县２５万名留守儿童进行体
检，建立１００名贫困母亲救助档案，提升计生家庭幸福
指数。

健康精准扶贫　实施以贫困人口医保全覆盖、健康
全管理、医疗有保障为重点内容的健康精准扶贫工作，

累计义诊群众 ２２４万人次，发放健康扶贫卡 １２６万
张。在３２家乡镇医院及四家二级医院设立３５０张扶贫
床位，实施“三免两减”（即免挂号费、诊疗费、专家会诊

费，减医药费、仪器检测费等１０％）优惠政策，医疗机构
门诊收治贫困户患者４８２３人次，住院治疗１２２８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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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转诊２９５人次，累计结报及减免诊疗费用５１２７万
元。入户健康随访７９万余人次。

政风行风建设　按照“三好三有”“五个一”的标
准，８个民营医院党组织建设全部到位。积极开展行风
监督，建立常态化投诉举报和纠错机制，在各医疗卫生

单位设立投诉信箱和电话，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活动，

集中巡查３次，对检查发现问题的２０余家单位进行通
报批评。广泛开展宣传报道，建立卫生计生新闻信息宣

传队伍，全年上报各类新闻稿件１４００余篇。
（孙修利　张　静）

泗 洪 县

概况　全县２３个乡镇共有医疗卫计机构４７９个，
其中二级医院６家，一级医院４５家，卫计服务中心２５
个，卫生监督所、计划生育指导站、妇幼保健所、疾控中

心、１２０急救指挥中心、合管办、计生执法大队各１所，
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２９２个、门诊部４个，个体诊所
８０个，厂校医务室２０个。医疗机构开设床位４１６０张，
千人拥有床位３８８张；卫技人员总数５４６１人，千人拥
有卫技人员５１０人。

爱国卫生　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建设５２１４
户；石集乡、界集镇和太平镇通过国家卫生乡镇和省级

卫生乡镇暗访和技术评估；车门乡朱庄村、瑶沟乡桂湾

村、峰山乡张郭村、四河乡迎淮村、天岗湖乡王集居、上

塘镇向阳村、朱湖镇臧桥村、界集镇界集居、姬楼居、金

锁镇沈庄居、孙园镇土只（ｚｈｕａｉ）头村、太平镇太和居、
香城居、龙集镇金圩村、东咀居、尚咀居、城头乡姚台村、

石集乡汤杨居、张圩居成功创建江苏省卫生村。完成对

青阳、龙集、金镇３乡镇４３３户居民入户调查健康素养
与烟草流行监测省级监测点项目工作。完成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中医院、康复医院、中国邮政泗洪县分公司

和人民路小学５个单位健康细胞工程创建。
卫生监督　出动执法人员 １２９６人次、执法车辆

４６０台次，取缔无证行医３６户次，没收药品器械２３６件，
立案查处案件１７件，罚款８５万元。查处医疗机构违
法案件８１起，罚款４２５万元，案件办结率１００％。检查
１５８所城区学校、托幼机构学生饮用桶装纯净水，抽检
合格率１００％。对县城 ６１２家公共场所开展空气、采
光、通风、照明、噪音、水质、顾客用具消毒和卫生设施等

进行监督，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城区公共

场所卫生监督检查覆盖率１００％。对违反《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的１５家公共场所卫生经营单位进行卫生
行政处罚并限期整改。对全县１１家有证餐饮具集中消
毒单位进行卫生监督检查和抽检，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配合县食安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取缔无证餐饮具集中消

毒单位６家。
医政管理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工作通知》，规范抗菌药物使用，举办培训班

５期，培训医师４８５人。组织１５家医疗单位派出２８个

“健康扶贫村村行”诊疗服务小组为群众义诊４８５万
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４２６万份，开设健康知识讲座
３２场次，免费发放价值１２５万元药品药具，为低收入
户捐款捐物价值２４２万元，为大病患者减免住院医疗
费用６５万元。组织２００名医护人员执业宣誓；试行通
过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医疗机构处方、病历进行点评；利

用“５１２”评选表彰优秀护理集体、优秀护士、最美护
士。组织医疗机构捐款４０万元，资助“事故困难家庭社
会救助基金”。组织２９名二级医院临床医生参加为期
一年的支援基层医院活动。举办２期村卫生室心脑血
管疾病预防、诊治培训班。完成区域卫生信息系统升级

并通过专家验收。全县一级以上医院全部参加医疗责

任保险，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受理医疗纠纷１２１起，协商
调解１１７起，走法律程序４起，调解成功１０５起，协调成
功率８９７％。

疾病预防与控制　组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制科
（简称“慢病科”），聘请７５名健康联络员协助做好学校
卫生工作。网络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０种１３９８例，发病
率１４９０８／１０万；丙类５种１２３３例，发病率１３１４９／１０
万，乙类死亡１例，死亡率０１１／１０万，同比乙类发病数
降２３９８％、丙类升２０７％，发病率乙类降２３８８％、丙
类升 ２２１６％，乙类死亡率升 ００９％。举办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寨卡病毒、霍乱、肝炎、手足口病、流行性
腮腺炎防控处置、采样检测、消杀宣教预案培训班，督导

医疗单位、学校、幼儿园落实疫情“零”报告制度。调查

核实网络报告传染病１９１１例，重点传染病监测任务完
成率１００％，无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非典型肺炎预警病
例。结防门诊登记疑似肺结核１６８９例，管理活动性肺
结核３９０例中涂阳６８例、重症涂阴７３例、涂阴２９０例，
新发现耐多药肺结核 １例，涂阳密切接触者检查率
１００％（４１４／４１４）。管理现症麻风１０例，应治疗５例，治
疗率 １００％，现症麻风随访率、密切接触者检查率
１００％。完成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的设立及艾滋
病治疗移交工作，验收６家二级医疗机构 ＨＩＶ初筛实
验室资质、一级医院４２家 ＨＩＶ筛查点，ＨＩＶ抗体检测
１２３８８５人次，占全县常住人口的１３８％。乡镇级２８家
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门诊中，日门诊１１家、周门诊１７
家；龙集、朱湖、天岗湖、归仁、石集、城头、魏营、瑶沟等

８个乡镇医院和城东、城北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
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以乡镇为单位，全县０～６周岁
常住、迁入、流入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９６８３％；儿
童建卡（证）率１００％。累计管理高血压患者７６５３０人，
管理率 ４２７０％，规范管理 ７５４６０人，规范管理率
９８６０％；累计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１９１３１人，管理率
３９５６％，规范管理１８８７４例，规范管理率９８６６％。全
县３５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率≥９０％。死因监测网络
直报暨粗死亡报告率５８７‰，肿瘤监测网络直报暨肿
瘤报告发病率 ２８１‰。中小学校健康教育开课率
１００％，中小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９００５％、健康行为形
成率８７８７％；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８１０３％、健康
行为形成率８２５９％。监测食品安全风险５５份，食源性

·７５３·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工作



疾病３０５例，采检餐具１１家２６７批次，消毒质量监测医
疗机构４７家、托幼机构４家，卫生许可检测公共场所
１０６家，环境卫生监测乡镇 ５个行政村 ２０个农户 １００
家，学校学生因病缺课监测５８所，学校环境卫生监测中
小学校１２所，监测集中式供水单位 ２１０个，监测覆盖
率１００％。

妇幼保健　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８２％，孕产妇住院
分娩率 １００％，高危孕产妇管理率 １００％，产后访视率
９８３％，孕产妇死亡率 ０／１０万，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４７３‰，出生缺陷发生率１９‰，７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
率９６９％，体弱儿管理率１００％。为２８１０９名农村妇女
开展免费“两癌”检查，为７２２９名农村妇女发放住院分
娩补助３６１４５万元，为１２６３５名育龄妇女免费发放叶
酸３０４１２瓶，为１３１６８名孕妇和１５４６９名产妇开展艾
滋病、梅毒和乙肝免费检测。免费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１７０９６份，为１５２８０名新生儿开展疾病筛查，为１４６２５
名新生儿开展听力筛查，为５１３１３名儿童开展“六一”
体检，为７８７０名儿童进行入园体检。

农村合作医疗　全县参合农民７９３４万人，参合率
９９９９％。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至５４５元（其中农民个
人缴费１２０元，县财政配套１２７５元，中央和省财政补
助２９７５元），全年支付补偿资金４１１８６５２万元，其中
新农合补偿３９９４７４９万元、４０４９６２８人次，拨付大病
保险金 １２３９０３万元。新农合住院实际补偿比
６０１％，新农合县乡两级住院政策补偿比７６６１％。修
订《泗洪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

考核暂行规定》，稳步实施新农合大病保险工作，赔付

１３８０１２万元、７２３１人次。
卫生改革　出台《泗洪县乡镇卫生计生事业改革

实施方案》，合并原乡镇卫生院、计生服务中心，成立２５
个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原卫生院负责的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业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乡镇

医院承担。出台《泗洪县乡镇医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乡镇医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全

年网上平台采购基本药物８２０４９５万元，配送７９１７３５
万元，配送率９６９％，节约群众药品费用支出约６７００

万元。出台《泗洪县推进分级诊疗工作实施细则》《泗

洪县卫计系统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高血

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康复期和阑尾炎、疝气等病种与

医院双试点；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试行分级诊疗制

度。年内，村卫生室转诊到乡镇医院门诊患者９７４人，
其中住院２２５人，乡镇医院转到县级医院门诊患者５６４
人，其中住院２９２人，乡镇医院转村卫生室１２５人，县级
医院转乡镇医院２７４人，其中住院７１人。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全年共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１１７７５对，其中一孩３７９１对、二孩７９８４对。共审批再
生育申请２５７例。及时兑现奖特扶政策，奖特扶对象个
案上报率和奖励金发放率均１００％。其中，独生子女家
庭奖励扶助对象６１６３人次，发放资金３３２００４万元。
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４３２人次，发放资金１５０９６
万元。对全县６４０名符合持《证》企业退休职工一次性
发放奖励金１９２万元。为全县２５８个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目标人群建立联系人，落实计划生育家庭系列保险。

免费为２７０２１户０～１４周岁独生子女家庭办理平安保
险、为２１０户“失独”、伤残和特困家庭缴纳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为１２４名留守在校特困独生子女缴纳意外伤害
保险。全年理赔１８５人，理赔金额３８９８万元；开展幸
福家庭创建活动。创建人口文化公园、广场、社区大院

５１个，人口文化一条街２９个，设立人口文化宣传栏２９３
个，人口文化宣传长廊２８个，举办文艺演出、服务咨询、
育儿讲座、图片展览和志愿服务“五进”社区宣传活动

５６场次。培育新农村新家庭示范点２８４个，其中获省
表彰的乡村８个，示范户６０个；开展计划生育系列服务
工程。组织４１８６对计划怀孕夫妇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任务完成率 １１９７％。其中，筛查出高风险 ９３０
人，高风险率１１１％。参检对象均接受了个性化咨询
指导及转诊，随访率１００％。７０３６８名育龄妇女参加生
殖健康筛查，占全年任务数的１１７％。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落实率９８％，随访率和群众满意率均１００％。

（张孝直）

·８５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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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区

【综述】　２０１６年，南京军区卫生工作在军区善后办党
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决服从服务改革，坚持优质高效保障，积极应对解

决难题，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军区卫生建设保持了

稳步推进、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推进多样化军事卫勤准备。做好 Ｇ２０峰会安保卫
勤保障，第一时间制订计划、抽组人员、组织训练，先后

５次进行现地勘察，及时筹备卫生物资器材 ３００余万
元，并派人全程协调指导。第１１７医院、军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联合抽组“三防”医学救援队５０人、专业技术
车辆１２台，出色完成 Ｇ２０峰会机动保障、基地保障、定
点保障和支援保障共４类７项任务。组织援外军医组
轮换交接，组织南京总医院第１９批援赞比亚军医组、第
１７４医院第１０批援坦桑尼亚军医组出征和交接轮换，
严格遴选抽组人员，进行集中培训考核，积极筹措准备

物资，组织任务交接和经验成果对接，确保军队改革期

间医疗援外任务正规有序。及时保障防汛抗洪部队医

疗卫生安全，组织福州总医院、８６临床部、军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共３支医疗队、１支卫生防疫队，深入抗洪
抢险一线进行医疗防疫服务保障，共巡诊１２３０人次、处
置急症２６人次、健康宣讲１２场次，全面开展环境消杀
灭和血吸虫病防治，进行水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全

力开展部队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及时有效处

置２起腺病毒疫情，南京总医院、第８１医院、军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先后收治确诊病例２１１名，营区隔离观察
治疗９５３人。组织南京总医院抢救２名极重度烧伤伤
员、第１８０医院救治１５名吸入性肺损伤患者。

卫生服务保障优质高效。加强医疗机构与保障单

位对接，及时了解需求，优化服务举措，确保军改期间卫

勤保障不漏供、不断供。先后抽组２７９支专家医疗队深
入基层开展巡回医疗、健康知识宣讲、计划生育服务等

活动，服务官兵 １３９５万人次。全区医院军人门诊
１６４８万人次，住院收治 ３４９万人次，贴补军人就医

１０５２亿元，官兵满意率达９５％以上。做好不孕不育官
兵免费集中诊治工作，抓好２０１６年度军队育龄夫妇不
孕不育症集中诊治计划跟踪落实。突出重点帮建，为新

组建战区陆军机关配发药品３０余万元、设备５２台件，
为战区陆军部队紧急筹措腺病毒疫情救治防控药材３
个品种、１５５万元，为第２３批护航任务官兵紧急筹措
药材１５个品种、１２万元，做到紧抓重点，保障急需。免
费体检军校招生、士兵考学、大学生士兵提干１１万余
人，补贴经费４００余万元。组织集团军部队优秀基层干
部集体疗养，完成亚丁湾护航官兵及海、潜、空等特勤疗

养任务人次，按计划落实干部保健疗养４２００人
次。注重心理服务，先后抽派３批心理专家医疗队，深
入一线开展“心理卫生服务下基层”活动，现地组织心

理宣教、咨询、测评、疏导，近２万名基层部队官兵参与
活动。开展健康扶贫活动，广泛实施对口帮扶，指导１６
所医院采取“组团式”医疗支援方式，先后派出专家医

疗队３５批次到受援地方医院驻点帮扶。
基层卫生建设。持续开展卫生系统全面停止有偿

服务工作，根据军委５８号文件精神，区分医院、疗养院、
门诊部等５个类型单位，开展全区医疗机构对外有偿服
务情况检查调研。召开专题座谈会，就医疗机构管理、

服务、财经等方面进行专家会诊和探讨研究，全面评估

停止有偿服务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和风险，制定时间表和

计划书。组织全区３４所医院、疗养院主官签订《医疗机
构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承诺书》，督导医疗机构规范各类

人员福利待遇，全面实行医疗经费收支两条线制度，并

进行专项检查督导。深入开展医疗合作项目清理整治，

停止所有技术类医疗合作项目。抽组专家对涉及临床

治疗项目的终止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促进任务落实。

扎实开展卫生安全隐患排查，重视特殊管理药品处置工

作。组织药品安全执法检查、药品制剂抽检抽验、大型

医疗设备应用质量检测和卫生装备巡检巡修活动。开

展药材工作大检查，以医疗机构医用毒性、麻醉、精神类



和放射性等特殊管理类药品为重点，对药品日常管控、

药品疫苗采购供应、制剂配制生产等安全管理情况进行

执法检查，现地查看点位１３２０个，清点查验特殊药品
３５６批次和特殊医疗设备４１８台（件），与６００余名工作
人员座谈交流，对发现的医用放射源、特殊药品设备、住

院军人管理和医疗纠纷处置等８个方面２６８个安全隐
患问题逐一整改到位，确保了军改期间卫生行业安全

稳定。

医院内涵建设。深入推进综合绩效管理，全面总结

军区卫生系统开展综合绩效管理１０年的经验成果，综
合考虑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和医改政策影响等因素，

修订军队医院绩效管理指标３１条，加强信息化手段调
整完善考评形式，促进医院创新建设发展。大力开展医

学科技创新，突出任务和财务两个重点，采取单位自查

和会议验收两种方式，组织全军“十二五”第一批军队

医学创新专项和青年培育项目结题验收。开展年度军

事医学创新工程和全军医学科技青年培育计划，组织遴

选军队医院临床高新技术重大项目和疗养保健课题，以

科技进步促进临床技术和服务保障水平的提高。持续

加强数字卫勤建设，重点推进部队卫生云建设，组织研

发Ⅱ期卫生资源、卫勤管理、区域协同等功能模块，并在
部分部队卫生机构试点应用。召开“互联网 ＋医疗”研
讨会，福州总医院、第１１７医院开展互联网医院建设，组
织“网上诊疗系统”和“无线网络系统”建设项目论证，

探索军队医院开展“互联网＋医疗”的方法路子。组织
干休所网络医疗试点，承办召开“军队医院与干休所网

络医疗服务系统”审修测试评估座谈会和全军干休所

网络医疗工作现场会，促进卫生信息化全面建设。

（孙军红　余　迪）

东部战区空军

【综述】　２０１６年，东部战区空军卫生系统以空后、战区
空后统一部署为遵循，以东南沿海方向作战卫勤准备为

龙头，以航空医学保障、部队卫生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

信息化建设，围绕满足官兵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服务需

求，紧抓战备训练，深化改革创新，拓展优质服务，强化

管理监督，着力提升卫勤综合保障能力，战区空军卫生

整体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军事斗争卫勤准备工作。针对高原驻训特点，协调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为空军某团入藏驻训官兵进行航

空生理、心理、营养专题授课，开展缺氧耐力筛查和低氧

预习服训练，配齐高原防护药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应

急支援卫勤保障工作，抽组２支医疗救护分队担负抢险
救灾医疗保障任务。指导任务部队做好演习卫勤保障，

组织空军某场站完成实兵战役演习野战救护所展开与

撤收演练，指导开展军地海上联合搜救医疗救治与后送

演练，指导空军某场站与厦门海上搜救中心共同开展战

时军地海上联合救援演练。着眼应对飞机迫降、导弹误

炸误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情，开展针对性卫勤保

障演练，锻炼提升了部队应急处置能力。承办空军首期

搜救直升机空中医护人员集训班，培训空中医疗救护骨

干名。
航卫保障工作。坚持卫勤领导挂钩帮带和跟班飞

行制度，跟踪指导航卫工作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

困难问题，有效促进航卫保障各项法规制度落实。各航

空兵场站严格遴选保障人员、科学筹措药材装备、精心

组织伴随保障，圆满完成 Ｇ２０峰会空中安保、高原驻训
等重大任务航卫保障工作。着眼促进航卫保障规范化

水平提升，按照战区空后统一部署，组织开展航卫保障

规范化建设整顿。加强航医室信息化建设，为空军某团

航医室购置配发飞行人员智能飞行体检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航卫保障信息数据智能化采集分析和研判预警，提

升了保障质量效能。充分征求航空兵部队意见，协调作

战、训练部门，严格制订飞行人员健康疗养计划，督促部

队按批次抓好疗养入院、出院管理，确保飞行员健康疗

养质量。组织开展飞行人员集中康复疗养“助力战鹰

重返蓝天”活动，５名伤病飞行员通过康复疗养和疾病
矫治恢复健康，鉴定飞行合格。

卫生防疫防护工作。每月编印下发《东部空军卫

生》简报，提高官兵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指导做好抗

洪抢险卫生防病工作，发放《防汛救灾卫生防病手册》

５４００册。组织对战区空军水源水质卫生学普查，建立
全区部队水源水质数据库。严格开展问题疫苗排查，坚

决防止和杜绝问题疫苗流入部队。组织开展以“清洁

环境、灭蚊防病”为主题的第２８个爱国卫生月活动，从
健全规章制度入手，不断加大卫生防疫防病工作力度。

定期组织心理专家深入部队和机关开展心理健康巡回

服务活动，开展心理健康军营行活动，组织对全体官兵

进行精神疾病普查，摸清患精神疾病人员情况，安排部

分病员进行康复治疗。举办一期战区空军卫生防疫及

新训旅卫勤保障骨干集训班，培训卫生防疫骨干
名。安排４５４、４５５医院及杭州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
医疗队为入伍新兵开展体格复查工作，抽调９名心理医
生赴战区空后新训旅开展入伍新兵心理健康筛查试点

工作。

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组织全区边远艰苦营连分队、

远离体系医院团以上单位２万余名官兵和无工作无收
入随军家属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较好地解决了基层官兵

就医不便问题。积极协调空后，为全区３０余个单位核

·０６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拨大病医疗统筹补助经费６００余万元，减轻了基层医疗
负担。组织专家医疗队赴战区空军新训旅及边远艰苦

连队开展巡回体检、送医送药服务，协同空军总医院专

家医疗队，为轮战场站驻训官兵开展医疗巡诊、心理卫

生和健康体检服务。巩固深化“忆传统、献爱心、送健

康”医疗保健服务，组织４５４、４５５医院为体系干休所老
红军、老干部开展送健康主题日活动，配合空后卫生局

巡回医疗组为住沪、宁干休所老红军、老干部开展送健

康巡回医疗服务，受到老干部一致好评。加强疗养计划

管理，分批安排４０余名机务干部健康疗养，编印《军营
健康手册》，配合空后卫生局为全区离休干部配发中医

保健盒。认真贯彻落实全军医院疗养院为部队服务工

作会议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卫生系统“三整两重”活动，

督促医院疗养院医德医风专项整治。组织召开“两院

一中心”为部队服务工作交流研讨会，分析形势任务，

听取部队意见建议，研究讨论服务举措。严格依法依规

组织残疾等级评定和病退医学鉴定工作，全年分两批组

织１２０余名官兵参加评残与病退医学鉴定。加强科研
管理，组织４５４、４５５医院和杭州“中心”申报立项课题

２６项。
部队卫生机构建设。积极研究探索空军卫勤建设

发展机制特点和保障模式，对战区空军卫勤机关职能、

新体制下卫勤工作运转存在的矛盾困难进行研究论证。

医院转隶后，多次深入医院检查调研，摸清现实状况，梳

理矛盾困难，研究解决办法，积极督促医院加快观念转

变，较好地推动了两所医院融入战区空军建设发展大

局。制定《明确医院、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药材及医

疗设备采购管理办法》，规范医疗设备采购流程。发挥

４５４医院卫生云信息平台优势，实现部队卫生信息互联
互通，依托４５５医院，为干休所和空军某旅建立远程会
诊及多媒体示教中心，完成空军某团远程医学教学站

点，促进基层卫生人员业务知识更新。根据全军“双向

代职”工作安排，组织 ３名卫生技术干部到空军总医
院、空军载人离心机医学训练基地代职进修，协调空军

总医院１名卫生技术干部赴空军某场站代职支援，先后
安排１２０余名卫生技术人员参加总部、空军及战区组织
的业务技术培训，提升了部队整体技术水平。

（于　雷）

江苏省军区

【综述】　卫勤战备训练。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军区卫生系
统扎实推进卫勤战备训练，做好卫生防病工作，不断提

升医疗保健服务能力。开展“岗位练精兵”活动，组织

开展自救互救普训、战救技术专训，选派３２名学兵参加
全军预选卫生士官归口培训，４名卫生士官参加全军卫
生士官升级培训，安排２０人次业务骨干参加全军、原军
区组织的培训学习，提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

平。组织省军区医护人员参加年度全国医师资格考试

工作，持续推进全区医护人员持证上岗，正规化开展诊

疗服务。

卫生防病工作。针对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实际形势，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指导部队严格各项

防病制度，加大健康宣教和巡诊力度，强化疫情监测排

查报告，结合季节性特点和部队训练集训等实际，突出

重要时段、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防控，确保省军区部队未

发生群体传染病疫情。扎实做好兵员体检和新兵卫生

防病工作。６月份，协同省军区司令部门做好２０１６年
度军校、国防生招生体检工作，７月至９月，做好全省征
兵体检工作，严密组织，严格把关，确保兵员身心质量。

１０月至１２月，严格新兵检疫和体格复查，完成新兵卫
生整顿、体格复查、心理测评、健康教育和预防接种。指

导部队开展创建“健康营院”活动，从环境卫生整治和

饮食卫生安全入手，狠抓卫生防病工作。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月”活动，举办健康知识宣讲、开展灭蚊防蝇，进

一步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保持部队卫生安全，促进战斗

力生成。

医疗保健服务。不断深化基层看病项目建设，规范

部队营卫生所、连卫生室建设，组织卫生人员到体系医

院进修，建强基层卫生服务保障队伍。不断加大官兵医

疗保健力度，组织省军区部门以上退休首长、家属和省

军区机关师、团职干部健康体检，及时反馈体检结果，安

排加查补查，完善干部健康档案，有效增强了干部自我

保健意识和能力。落实大病救助服务官兵，按规定分配

省军区２０１５年度大病救助基金共 ２８８８万元给省军区
１９名患大病官兵，切实帮助减轻患病官兵看病负担，改
善生活质量。认真组织省军区部队２０１６年度兵申报伤
病残医学鉴定，积极协调无锡联保中心和南京总医院等

鉴定机构，共申报病退和评残４９人，通过鉴定审批２８
人，切实维护官兵权益，促进部队安全稳定。

计生与献血工作。抓好计划生育管理，落实孕情普

查，严防计划外生育。实施“幸福家庭工程”，加强计划

生育、优生优育技术指导服务，组织省军区部队上报２５
对不孕不育集中诊治申请。发挥驻苏部队献血管理委

员会职能作用，精心策划，广泛宣传，积极协调，下达驻

苏部队年度献血计划１１０４２人次。组织开展“世界献血
者日”宣传活动，全区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无偿献血宣

传活动，普及无偿献血知识，营造良好环境氛围，增强官

兵无偿献血荣誉感和责任意识。 （冯晓晨）

·１６３·驻江苏部队卫生计生工作



武警江苏总队

【综述】　２０１６年，总队卫生工作着眼“建设打仗型卫
勤”的总体思路，牢固树立“三服务”方向，紧紧围绕“三

大任务”落实，深入贯彻总部卫生工作要点，更新思想

观念、推动改革创新，深化科学管理、增强保障效益，统

筹资源分配、促进融合发展，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应急

保障能力和日常医疗预防保健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卫勤

保障任务圆满完成。

卫生应急力量建设。围绕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卫

勤保障实际，调整编组两级卫勤保障力量，对部队卫勤

保障能力进行了实兵拉动、方案论证和全面指导。一是

完善卫勤应急预案。紧扣形势任务需求，修订完善“处

突”“反恐”等卫勤应急保障方案及处置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调整总队卫勤应急保障分队人员抽组，

指导各单位结合实际完善本级方案预案。组织部队在

认真分析形势任务基础上，针对近年卫勤任务特点，侧

重了抗震和抢险救灾方案完善，提前想定情况，提早做

好准备，为紧急情况下实施有效卫勤保障打好基础。二

是加强卫勤物资储备。根据战备物资储备规定，督导各

级按标准储足备齐各类战备物资。及时清查、更换、补

充了卫生战备物资，物资储备达到库室建设要求；清整

了卫勤器材库，使其设置更加合理，运用更加便捷。为

总队卫勤应急保障分队添置卫生帐篷，为特勤排、应急

班配发单兵急救包。指导各级卫生机构分别与当地医

药公司续签了药品器械代储代供协议，确保在紧急、突

然、复杂情况下，能够迅速将应急保障药材筹措到位。

三是开展卫勤训练演练。组织总队卫勤分队进行了模

块化卫勤保障训练和综合卫勤保障拉练，重点加强了车

载式野战卫勤保障系统的人装结合训练和人员的平战

结合转换。年初制订下发总队卫勤战备训练实施方案，

对年度卫勤训练工作进行部署，督导各单位制订卫勤训

练计划，指导各级卫勤分队落实编组训练和实兵实案实

装状态下卫勤演练。先后多次对总队医院暨南京分院

卫勤应急保障分队进行了检验性综合拉动演练和模块

训练，提高了卫勤应急保障的组织指挥、人装结合、战伤

救治、协同配合能力，圆满完成各项保障任务。用橱窗、

广播、局域网等有效载体，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和动员。

尤其是在盐城龙卷风自然灾害发生后，着力指导各任务

部队大力整治营区卫生，及时为部队配发消、杀、灭防疫

药品及特需药品。以检查卫生防病工作为重点加大洪

涝灾害地区和部队营区检查监督力度。四是落实保健

制度。申报２０１６年度干部疗养计划，下发疗养证。组
织总队近两年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官兵分五批参加总

部的专项疗养。组织担负抗洪抢险任务的优秀官兵代

表赴北戴河和厦门疗养院疗养。组织不孕不育官兵夫

妇赴厦门集中疗养诊治，共遂行各类保健任务６０余批
次，派遣医护人员２００余人次，确保了各类人员身心健
康。五是加强了官兵心理危机干预和健康维护工作。

针对部分单位出现的个别心理疾患，派出心理医生，指

导各单位卫生队医生与官兵进行座谈、交心，掌握官兵

详细思想状况，对个别心理压力较大或有心理疾患表现

倾向的人员进行了心理疏导。同时，分别组织了特战队

员、特殊岗位专业兵、选调干部及年度秋季新兵的心理

测查。

医疗服务保障。多次实地调研基层卫生医疗服务

保障情况。为全面了解掌握基层官兵目前实际医疗情

况，分析存在问题，找准制约和影响原因，卫生处人员利

用下部队检查、当兵锻炼、随机抽查走访等多种形式，深

入基层中队、总队医院与官兵和伤病员座谈了解，详细

询问就医流程和诊治情况，开展基层医疗情况调研，认

真分析汇总，全面规范了基层官兵就医管理流程，规范

了基层卫生室设置，提高了就医质量。

卫生防病工作。一是积极做好疫病防控工作。结

合部队卫生防病实际，对各种疫病防控方案及时进行了

细化，对部队不同时期、不同时节、不同任务下的疫病防

控工作进行了科学研判，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冬

春季卫生防病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夏季卫生防病及

食品安全卫生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冬季

新兵卫生防病工作》。督导各单位落实好卫生防病和

疾病防控的各项措施，形成了以个人卫生、环境治理、疾

病防控为重点，以大（中）队防疫员、支队防疫组和总队

医院疾控科为中心的卫生防疫体系，以实地指导、专家

辅导、巡回督导的形式，确保了部队饮食、饮水和生活环

境的安全卫生，防止了各类疫病发生，有效降低了官兵

疾病发生率。二是深入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４月份
组织部队积极开展了第２８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各
单位充分利基层配发了６种骨干医疗设备及理疗仪。
三是抓好人才队伍建设。继续推进医院与卫生队“双

向代职”制度的落实，有计划组织医院与基层卫生干部

交流学习，搞好卫生技术干部调余补缺和交流配置工

作，共分流１０名医生、交流６人（４人代职）到基层。同
时，扎实做好卫生专业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和考核工作，

培训基层卫生员并安排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到总队两所

医院进修学习。四是落实体检检疫制度。完成总队秋

季新兵入伍后的卫生检疫、体格复查、计划免疫接种和

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等工作，对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指

数偏高新兵组织进行了回访，新兵体检率、职业基本适

应性检测率、艾滋病抗体、吸食毒品检测率、预防接种率

均达到１００％，协助司令部门对不合格人员进行了退换

·２６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处理；完成总队新训等级厨师、卫生员、驾驶员、考学考

生、预提士官、干部和家属健康体检３０００余人次；投入
经费５万余元为总队机关和部分直属单位官兵发放了
防暑降温用品。五是服务好伤病残人员。为有效解决

伤病残人员滞留时间长、治疗费用高、牵扯精力多、基层

部队负担过重等突出问题，严格按照《军人残疾等级评

定标准》和《军人因病丧失基本工作能力鉴定标准》等

政策规定，认真做好伤病残人员的残疾等级评定工作。

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组织总队本级、２师和１８１师
伤病残官兵进行医学鉴定和等级评定工作。完成复员

士官慢性病医疗生活补助经费的审核工作，及时向总部

申报大病特病医疗补助。

医院整体建设。积极推动医院建设走质量服务型

内涵式发展道路，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坚定为兵服务方

向，提高医护质量。一是坚持姓军为兵的服务方向。落

实《为兵服务暨武警伤病员诊疗实施办法》，督导医院

抓好军人门诊和军人病区建设，不断完善军人医疗绿色

通道，加快推进“全程一站式服务”工作，进一步规范医

疗流程；制订总队年度巡诊计划，加大对重大任务、重点

方向医疗巡诊的督导力度；进一步深化医院管理年活

动，督促医院加强卫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按总部统

一部署，深入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狠抓医德医风教

育，进一步增强了为中心服务、为部队服务、为官兵服务

的意识。二是注重规范医疗管理秩序。督导抓好医疗

秩序、质量管理、药械采购和对外有偿服务管理等各项

制度落实。对总队医院暨南京分院为部队服务、医疗管

理工作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考评，从医院管理、医疗质

量、战备训练、药材供管和为兵服务等方面，进行检查考

评，分析查摆不足，完善了相关措施。本着既积极又稳

妥的原则，防止操之过急造成医院利益受损，继续推进

合作医疗项目清理整治。三是狠抓医疗护理工作质量。

严格落实医疗护理操作常规，认真贯彻执业医师法，督

导两所医院深入开展护理技能竞赛、优质护理单元和优

秀护士评选活动，对评选出的１６名优秀护士、３个优质
护理单元进行了表彰。四是提高卫生专业技术水平。

按照“立足自我、完善制度，广开门路、融合协作”的思

路，依托部队院校、借助军地优质资源，完善多层次、多

渠道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机制，大力培养卫勤指挥、医

学临床、防疫防护、心理卫生和基层卫勤保障等方面的

急需人才。全年，选派５名卫生技术干部到地方医院进
修、２人在外读博深造、４０人次外出学术交流。

（王佳楠　徐　伟）

·３６３·驻江苏部队卫生计生工作



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江苏省医学会

【综述】　江苏省医学会２０１６年荣获省科协“综合示范
学会”等荣誉称号。成功召开省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

表大会。大会审议并通过郭兴华会长代表九届理事会

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新修订的《江苏省医学会章程》，选

举产生了由１９１名理事组成的第十届理事会和由６１名
常务理事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同时选举王咏红为会长，

陈亦江为常务副会长，李少冬、阮长耿、刘志红、王学浩、

顾晓松、唐金海、韩光曙、史兆荣、刘彦群为副会长，刘彦

群兼秘书长。大会还对荣获省医学会的第二届“终身

医学成就奖”和“突出医学成就奖”优秀会员、优秀专科

分会、优秀市级医学会及优秀学会工作者进行隆重

表彰。

组织建设。根据九届十次常务理事会和组织工作

委员会的安排，成立和组建健康管理学分会、医学伦理

学分会、脑卒中分会、科学普及分会４个专科分会和２３
个专业学组，完成９个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的成立及组
织建制、７个分会青年委员的推荐与确认工作；届满的
２６个分会和２９个专业学组均按期换届；完成中华医学
会２７个专科分会的６６名委员和２９个专科分会青年委
员会委员的推荐工作。

学术继教活动。２０１６年共举办７６场学术交流活
动，５０９３４名医务人员参加，参会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
了１７％。其中，承办眼科学等８个全国性学术会议，参
会人数２７２００人，是承办全国会议参会人数最多的一
年；召开华东地区肾脏病等４个区域性学术会议；同时
不断拓宽学会自主学术品牌—中国长江医学论坛的覆

盖面，完成重症医学等６个论坛的召开，提升这些学科
在国内的影响力；组织召开心血管、妇产科、泌尿外科、

检验医学等５８个省级学术年会与学组会议，１５２００名
代表参会。举办７个国家级和１２个省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培训，４９３０名临床医学科技工作者参加。组织送
教到基层６４场，涉及５０２个专题，惠及１０７５２名基层医
学工作者。

科学普及医学知识。积极利用“江苏省医学会健

康大讲堂”的影响力，在江苏省各地开展风湿病、糖尿

病、肾脏病等１１场不同主题的科普讲座，６０００多名民
众参加；同时，６个专科分会９０多名专家足迹全省各地
开展义诊系列活动，为近万名群众普及健康生活知识。

完成了“健康导航”系列《眼科》《皮肤》２本科普读物的
编写及出版工作。

科技创新。在限额推荐前提下，２０１６年共收到“江
苏医学科技奖”推荐项目１３６项，在通过形式审查后，所
有参评项目均采取网上初审和终审，最终经评审委员会

审定有４４项获奖，其中一等奖项目６个，二等奖项目１２
个，三等奖项目２４个，获得卫生管理奖和医学科普奖的
项目各１个。推荐１５项参加“中华医学科技奖”评选，
其中有６项获奖。学会积极响应省科协提升科技服务
能力计划，在徐州肿瘤医院建立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科技

服务站，并得到省科协的认定。联合南京军区南京总医

院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学会协同创

新服务示范基地。同时，江苏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等

１１个分会在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学科首席专家制，
其中蒋沁、张炜２名首席专家获得省科协认定。

医学鉴定。２０１６年共接受委托案例４９５例，其中
医疗损害鉴定委托３４４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托１４９
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委托 ２例。完成鉴定 ４４９
例，构成医疗事故８８例、医疗损害３６０例（含上年结存
案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１例，撤销、终止案件２２例，
案件办理率９６％。对构成医疗事故案例的，实行一案
一分析。积极配合法院工作，组织安排３２起医疗损害
鉴定专家出庭质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４００多名
常任鉴定专家培训，并就如何有效开展鉴定工作，向省

卫生计生委有关部门提出２点建议。２０１６年，未接到
因鉴定违反规定而至结论不公的投诉事件。

承接职能工作。２０１６年共对申报国家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７４８项、省级项目１１４１项进行评审。严格按
规定对１０７个单位、５５８个国家级项目发放１０９７５５份国
家级证书；对１４５个单位、５５１个省级项目发放１１２９３８



份省级学分证书。全年共抽查继教项目 １７５个，督促
１２个项目进行整改；组织实施了２０１６年全国医用设备
使用人员业务能力考务工作，２６１８名大型医用设备使
用人员参加了全国统一业务能力考评。

临床检验杂志出版。临床检验杂志全年收稿１２９５
篇，刊出稿件２７０篇，稿件录用率约为２０％，刊出文章
的基金资助论文比约占６５％，荣获省科协“江苏省精品
期刊”荣誉称号。全年出版会刊４期，发行近５０００份。

办事机构建设。新制订《江苏省医学会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方案》等４项规章制度，定期召开秘书长办公
会议，总结部署工作，重大事项报会长办公会议和常务

理事会议审定，日常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运行。

针对学会学术活动的特点，制定和完善４项财务制度，
编制学术活动预决算报表，督导学术活动项目负责人做

到“一会一清结”。加强人事管理，强化绩效考核，进一

步提升全体工作人员服务会员的能力。 （杨　林）

【江苏省医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类别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注册

人数

征集

论文

大会

交流

分会

交流

书面

交流

专题讲座

本省 外省 境外

外省

代表

境外

代表

１
全 国 学

组会

第八届全国室性心律失常专

题会议暨江苏省第一次心电

生理与起搏学术会议

２月２５－
２７日

南京维景大

酒店
７００ １０２ １０ ０ １０２ ４０ ２６ １ １４６ １

２
全 国 学

组会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肺栓

塞学术会议

４月 ８－
１０日

苏州珀丽春申

湖度假酒店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０ ０ ３００ ２０ ４０ ３０ ５３２ ３０

３ 省年会
江苏省第三次职业病学学术

会议

４月１４－
１５日

南京高楼门

饭店
６２ ３８ ０ １６ ２２ ６ ０ ０ ０ ０

４ 学组会
江苏省第六次血管外科学术

会议

４月１４－
１６日

扬州会议中心 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８ ６ １２ ６ ０

５ 长江论坛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２０１６
重症医学年会暨江苏省第七

次重症医学大会

４月２１－
２４日

徐州温德姆

酒店
１４６８ ４８１０ ０ １００ ４７１０ ２４ １２ ３ １５０ ３

６ 学组会
江苏省第八次胰腺外科学术

会议

４月２２－
２３日

南通绿洲国际

大酒店
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４ ２ ４ ２

７ 长江论坛

长江医学论坛———２０１６风
湿病学年会暨江苏省第十三

次风湿病学学术会议

４月２２－
２４日

南京国际会议

大酒店
４４８ １２０ ０ ３９ ８１ ４４ ３０ ２ ６８ ２

８ 省年会
江苏省第三次灾难医学学术

会议

５月 ６－
８日

镇江国际饭店 １４４ １３３ ２４ ０ １０９ ３ ３ ０ ０ ０

９ 省年会 ２０１６江浙皖肿瘤高峰论坛
５月 ６－
８日

南京钟山宾馆 ５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６ ２０ ０ ０ ０

１０ 长江论坛

第十五次华东六省一市麻醉

学年会、中国长江医学论

坛———２０１６麻醉学年会暨
江苏省第二十一次麻醉学学

术会议

５月 ６－
８日

南京国际博览

中心
１２０２ １４３ ０ ３４ １０９ ３３ ５５ ４ ３５０ ４

１１ 学组会
２０１６年苏皖新生儿专题学
术会议

５月１２－
１４日

常州武进假日

酒店
１８９ １５３ １４ ０ １３９ ８ １２ ０ ４７ ０

１２ 省年会
江苏省第二次医学信息学学

术会议

５月２６－
２８日

苏州大学 ８０ ６５ ０ ０ ６５ ４ ０ ０ ０

１３ 省年会
江苏省第八次糖尿病学学术

会议

５月２６－
２８日

徐州温德姆

酒店
５００ １０７ ２０ ０ １０７ ４５ ４ １ ６ １

１４ 区域会

第十六届华东肾脏病学术会

议暨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血液净
化论坛

６月 ２－
４日

无锡君来世尊

酒店
７１１ ４５０ ６２ ０ ４５０ ５２ ６ ０ ０ ２

１５ 省年会
江苏省第二次结核病学学术

会议

６月 ３－
４日

镇江国际饭店 １６３ ６５ １０ ０ ６５ ２３ ２ ０ ２ ０

·５６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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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五次放射肿瘤治

疗学术会议

６月 ３－
５日

镇江九华锦江

饭店
４００ １６８ ２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７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七次眼科学学术

会议

６月１０－
１２日

镇江市万达喜

来登酒店
５００ ３３８ ０ ９０ ２４３ ４６ １７ １ １７ １

１８ 专题会
２０１６江苏省肿瘤病理学术
会议

６月１０－
１２日

镇江市风景城

邦酒店
１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９ 省年会
江苏省第八次临床医学工程

学术会议

６月１１－
１２日

泰州金陵国际

大饭店
４７０ １２３ ０ １４ １０８ ９ ４ ０ ４ ０

２０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六次输血学学术

会议

６月１６－
１８日

盐城迎宾馆 １２７ ７５ ８ ０ ６７ ５ ３ ０ ３ ０

２１ 专题会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肝脏外科专
题学术报告会

６月１７－
１８日

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
１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２２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八次感染病学学

术会议

６月１７－
１９日

苏州铂丽春申

湖酒店
３５０ ２０５ １０ ２５ １７０ ８ ２ ３ ２ ３

２３ 省年会
江苏省第二十次血液学学术

会议

６月２４－
２６日

镇江九华锦江

饭店
２６７ ３６８ ０ ５２ ３１６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２４ 省年会
江苏省第一次运动医学学术

会议

６月２４－
２６日

连云港海州湾

会议中心
９０ ８５ ０ ５７ ２８ ３ １ ０ １ ０

２５ 长江论坛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２０１６
呼吸病学年会暨江苏省第二

十次呼吸病学学术会议

７月 １－
３日

扬州会议中心 ６５０ ３０６ ２０ ０ ３０６ ５０ ４ １ ４５ １

２６ 区域会
２０１６年泛长三角围产医学
学术会议

７月 ７－
９日

镇江市万达喜

来登酒店
５０５ ２８２ ２４ ０ ２５８ ４ １４ ０ ２２４ ０

２７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五次精神医学学

术会议

７月 ８－
１０日

徐州博顿君庭

酒店
３１０ １７６ ０ １８ １５８ ３ ５ ０ ５ ０

２８ 省年会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消化道早癌
学术会议

７月１４－
１６日

南京凤凰台

酒店
１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１ ０ ０ ０

２９ 长江论坛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２０１６
放射学年会暨江苏省第十七

次放射学学术会议

７月１５－
１７日

无锡君来世尊

酒店
８３０ ３１２ ０ ０ ３１２ ４６ ３６ １ ３６ １

３０ 省年会
２０１６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前
沿论坛

７月１７－
１９日

无锡市省寄生

虫防治研究所

西苑山庄

７１ ０ ０ ０ ０ ８ ４ ０ ４ ０

３１ 省年会
２０１６江苏省物理医学与康
复医学学术会议

７月２２－
２４日

靖江金悦国际

酒店
３８６ １１３ １２ ０ １１３ ４６ ２ ２ ５ ２

３２ 省年会
江苏省第七次医学美学与美

容学术会议

７月２３－
２４日

无锡君来世尊

酒店
１５６ ４２ ８ ４８ ４２ ５ ３ ０ ３ ０

３３ 长江论坛

中国长江医学论坛———２０１６
骨科学年会暨江苏省第十八

次骨科学学术会议

７月２９－
３１日

南京紫金山庄 １３９８ １７１３ ０ １５０ １５６３ ６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３４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六次超声医学学

术会议

８月 ５－
７日

泰州金陵国际

大酒店
４４０ ３０６ ０ ９４ ２１２ ２０ ６ ０ ６ ０

３５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次男科学学术

会议

８月 ５－
７日

盐城迎宾馆 ３７７ ５６６ ０ ０ ５６６ ２９ ３ ０ ３ ０

３６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六次消化病学学

术会议

８月１２－
１４日

南通 ３７７ ５６６ ０ ０ ５６６ ２９ ３ ０ ３ ０

３７ 省年会
江苏省第三届介入医学暨第

十二届介入放射学术大会

８月１２－
１４日

南通 ３５３ １８６ ０ ２１ １６５ １０ ３ ０ ０ ０

·６６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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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三次消化内镜学

学术会议

８月１９－
２１日

南京 ３８０ ３９８ ３３ ０ ０ ８０ ３ ０ ３ ０

３９ 省年会
江苏省第八次肿瘤化疗与生

物治疗学术会议

８月１９－
２１日

苏州东山宾馆 ４４７ ２３１ ０ ３０ ２３１ ３３ ７ ０ ７ ０

４０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次全科医学学术

会议

８月２６－
２８日

泰州海燕大

酒店
２５１ ６５ １２ ０ ５３ ２ １ ０ ０ ０

４１ 全国会
中华医学会２０１６全国变态
反应学术会议

９月 １－
３日

南京紫金山庄 １０２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２ 学组会
江苏省第三次疝和腹壁外科

学术会议

９月 ２－
３日

南京华东饭店 ９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４３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二次核医学学术

会议

９月 ３－
４日

盐城迎宾馆 １６７ １２０ ０ １３ １０７ ５ ０ ０ ０ ０

４４ 全国会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次全国

眼科学术大会

９月 ７－
１１日

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
６７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５ 省年会 第二届金陵胰腺论坛
９月 ９－
１１日

南京紫金山庄 ４３７ １３２ １９ ２１ ９２ １７ ３７ ３ １２６ ３

４６ 区域会议
２０１６华东烧伤整形外科学
术会议

９月１７－
１９日

南京紫金山庄 ２３８ ６０ ０ ０ ０ ４７ ４０ ７ １４０ ０

４７ 全国会
２０１６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
消化病学术会议

９月２２－
２５日

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６７ ４ ３６ １０ ２２００ １０

４８ 区域会议
２０１６年华东六省一市胸心
血管外科学术会议

９月２３－
２５日

南京紫金山庄 ４２６ ５１７ ３０ ２０ ５１７ ３６ ３８ １０ １６８ １０

４９ 全国会
２０１６年中华医学会激光医
学分会学术年会

９月２３－
２５日

南京维景国际

大酒店
２５２ ２００ １５ ０ １８６ ５ ２５ ２ ０ ２

５０ 全国会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全国

年会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学

分会全国年会

１０月 １２
－１６日

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
１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８５ ５５ ０ ５５

５１ 省年会
江苏省第二十次神经外科学

术会议

１０月 １４
－１６日

徐州开元名都

酒店
３１１ ５３８ ０ ５０ ４３８ １２ ６ ０ ６ ０

５２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三次老年医学学

术会议

１０月 ２１
－２３日

常州福记逸高

酒店
１９８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１６ ８ ０ ８ ０

５３ 省年会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行为医学学
术会议

１０月 ２１
－２３日

扬州 １５０ １００ ５６ ０ １００ ８ ０ ０ ０ ０

５４ 学组会
江苏省第三次甲状腺学术

会议

１０月 ２０
－２２日

徐州 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５５ 全国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血

液学学术会议

１０月 ２７
－３０日

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 ５６８ ９ ８６ ２５ ２５

５６ 省年会
江苏省第三次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中青年学术会议

１０月 ２８
－３０日

镇江碧榆园

酒店
２９８ ３０６ ０ ８８ ２１８ ７ ６ ０ ６ １

５７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九次神经病学学

术会议

１１月４－
６日

泰州金陵大

酒店
７０７ ４２０ ０ ３８ ３８２ ５０ ２ ０ ２ ０

５８ 年会
江苏省第十六次临床检验学

术会议

１１月９－
１１日

南京双门楼

宾馆
５７９ ５５１ ０ ５０ ５０１ １６ ３ ０ ４ ０

５９ 省年会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病理学学术
会议

１１月 １０
－１２日

南通绿洲假日

酒店
２１８ １５１ ０ ０ １５１ １３ ４ ０ ４ ０

６０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次骨质疏松与骨

矿盐疾病学术会议

１１月 １１
－１３日

苏州会议中心 ３６７ １８４ ０ ０ １８４ ５ １６ ０ ８ ０

·７６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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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省年会
２０１６江苏省普外科学术
会议

１１月 １７
－１９日

南京紫金山庄 ８２４ ０ ０ ０ ０ ８９ ２ ０ ２ ０

６２ 省年会
江苏省第三次临床药学学术

会议

１１月 １７
－１８日

南京高楼门

宾馆
１３０ ３４ ０ ０ ０ １４ ５ １ ５ １

６３ 年会
江苏省第十二次医学微生物

与免疫学学术会议

１１月 １８
－１９日

南京 ５９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０ ０ ０

６４ 省年会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医学会器官
移植学分会学术会议

１１月 １８
－１９日

无锡君来世尊

酒店
６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６５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次微循环学学术

会议

１１月 １８
－２０日

苏州凯莱 １５０ ７４ １０ ０ ７４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６６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六次妇产科学学

术会议

１１月 ２４
－２６日

苏州会议中心 ５３４ １５１ ２１ ０ １３０ １５ ９ ０ ９ ０

６７ 省年会
江苏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

分会第四届学术年会

１１月 ２４
－２７日

苏州 １０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６ １ ０ １ ０

６８ 专题会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医学会消化
内镜学分会ＥＲＣＰ专题学术
会议

１１月 ２５
－２７日

盐城金鹰尚美

酒店、盐城市

第一人民医院

１５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７ ２ ０ ０ ０

６９ 省年会
江苏省第二十次心血管病学

学术会议

１１月 ２５
－２７日

镇江喜来登 ８００ ３１３ ２０ ０ ３１３ ５６ １ ０ １ ０

７０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一次高压氧学术

会议

１２月２－
３日

扬州会议中心 １００ ４６ １８ ０ ４６ ７ ２ ０ ２ ０

７１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七次肾脏病学学

术会议

１２月２－
４日

常州武进假日

酒店
３５２ ２４１ ０ １２ １８９ １９ ７ １ ７ ０

７２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七次泌尿外科学

学术会议

１２月２－
４日

苏州在水一方

酒店
３５４ ８４２ ０ １０７ ７３５ ３２ ９ ０ ９ ０

７３ 省年会
江苏省第二次生殖医学学术

会议

１２月９－
１１日

扬州皇冠假日

酒店
４２４ １０１ １０ ０ ９１ １１ ８ １ ９７ １

７４ 省年会
江苏省第十五次儿科学学术

会议

１２月 ２２
－２４日

南京维景国际

大酒店
５１２ ２９０ ０ ０ ２９０ ３７ １１ ０ ０ ０

合计 ５４０２５３４２３１ １２４８ １４３７ １７７６１１５２４ ８２２ １７８ ４５０８ １６１

【江苏省医学会２０１６年继续医学教育、科普活动统计】
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培训

序号 专科分会 项目名称 专题数
专家

人数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人数

１ 普通外科学分会 第四届金陵胃肠疾病诊治进展高峰论坛 ５６ ５６ 徐泽宽 ３月２４－２６日 南京 ６３７

２ 核医学分会 首届核医学标记免疫分析研讨会 １２ １２ 杜明华 ４月１６－１８日 苏州 ２００

３ 医学美容分会 微创面部年轻化整形美容实用技术培训班 １１ １１ 黄金龙 ４月２１－２３日 南京 １００

４ 激光医学分会 眼底病疑难病例诊治进展培训班 １２ １２ 蒋　沁 ４月２２－２４日 南京 ５０

５ 放射学分会
儿童ＣＴ、ＭＲＩ诊断新进展及儿童低剂量影
像检查培训班

１４ １４ 卢光明 ５月６－８日 南京 ２７０

６ 生殖医学分会 辅助生殖实验室技术培训班 １２ １２ 孙海翔 ５月２７－２９日 苏州 １５０

７ 眼科学分会 第四届金陵眼科论坛 ３５ ３５ 蒋　沁 ７月１４－１７日 南京 ２３０

８ 男科学分会 自动化技术在精液分析中的应用培训班 ５ ５ 张　炜 ８月４－６日 盐城 １００

９ 妇产科学分会 妇产科新进展学习班 １２ １２ 程文俊 ８月５－７日 高邮 ４００

·８６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序号 专科分会 项目名称 专题数
专家

人数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人数

１０ 风湿病学分会 ２０１６江苏省青年医师风湿病学术论坛 １２ １２ 张缪佳 ８月６－７日 南京 １００

１１ 生殖医学分会 生殖转化医学培训班 １２ １２ 孙海翔 ８月６－７日 南通 ２０６

１２ 急诊学分会 急性心血管病院前院内一体化救治学习班 １２ １２ 许　铁 ８月１９－２１日 徐州 ５００

１３ 激光医学分会 激光在临床眼科中的应用培训班 ８ ８ 蒋　沁 １０月２２－２３日 连云港 ２００

１４ 风湿病学分会
２０１６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病新进展
学习班

１６ １６ 孙凌云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南京 ３００

１５ 感染病学分会 感染性疾病诊治新进展培训班 １１ １１ 李　军 １１月５－７日 南京 ８０

１６ 消化内镜分会
第三届南京３Ｅ学术大会暨消化内镜高峰
论坛

６４ ６４ 施瑞华 １１月１１－１３日 南京 ４００

１７ 科学普及分会
江苏省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２０１６专题学术
研讨会

４ ４ 鲁　翔 １２月９日 南京 １００

１８ 普通外科学分会 第十届腹腔镜外科学术会议 ６３ ６３ 孙跃明 １２月９－１１日 镇江 ６５０

１９ 风湿病学分会
ＡＣＲ／ＥＵＬＡＲ２０１６年风湿病学新进展研讨
会（云会议）

１４ １４ 张缪佳 １２月９－１１日 南京 ５００

２０ 泌尿外科学分会 第十二届江苏省腔内泌尿外科学术研讨会 ５５ １１８ 王增军 １２月２３－２５日 南京 ３００

巡回讲学、送教到基层活动

序号 专科分会 项目名称 专题数
专家

人数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人数

１ 风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风湿病规范化诊治 ４ ４ 张缪佳 １月２２日 高淳 ３００

２ 消化内镜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消化内镜新技术推广培训班 ４ ４ 施瑞华 ２月２６日 锡山 ２２０

３ 儿科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儿童流感规范化诊治学术直

通车活动
４ ４ 赵德育 ２月２８日 徐州 ２００

４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３月４日 连云港 ５０

５ 消化内镜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消化道早癌诊治培训班 ４ ４ 施瑞华 ３月５日 涟水 ２５０

６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３月５日 徐州 ５０

７
皮肤 与 性 病 学

分会
巡回讲学—皮肤性病学分会巡讲活动 ５ ５ 孙建方 ３月５日 南通 １２０

８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３月４日 盐城 ５０

９ 重症医学分会 巡回讲学—重症医学分会“查房讲学活动” ４ ４ 曹　权 ３月４日 常州 ５０

１０ 重症医学分会 巡回讲学—重症医学分会“查房讲学活动” ４ ４ 曹　权 ５月６日 苏州 ５０

１１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３月６日 句容 ５０

１２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３月１１日 太仓 ５０

１３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呼吸病学分会巡讲活动 １１ １１ 施　毅 ３月１９日 扬州 １２０

１４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３月２０日 淮安 ５０

１５ 检验学分会 巡回讲学—临床微生物检验培训班 ５ ５ 潘世扬 ３月２４日 南京 １２０

１６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３月２７日 如东 １４７

１７ 儿科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儿童流感规范化诊治学术直

通车活动
４ ４ 赵德育 ３月２７日 无锡 ２００

１８ 麻醉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麻醉科医师临床知识与技能

培训班
５ ５ 马正良 ３月２７日 南通 ２００

１９ 超声医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超声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技

能培训
８ ８ 杨　斌 ３月２７日 泰州 ２００

２０ 重症医学分会 巡回讲学—重症医学分会“查房讲学活动” ４ ４ 曹　权 ３月３０日 南通 ５０

２１ 儿科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儿童流感规范化诊治学术直

通车活动
４ ４ 赵德育 ４月１０日 苏州 ２００

·９６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续表

序号 专科分会 项目名称 专题数
专家

人数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人数

２２ 重症医学分会 巡回讲学—重症医学分会“查房讲学活动” ４ ４ 曹　权 ４月２１日 徐州 ５０

２３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呼吸病学分会巡讲活动 １１ １１ 施　毅 ４月２３日 徐州 １２０

２４ 消化内镜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消化道肿瘤内科治疗进展培

训班
４ ４ 施瑞华 ５月１３－１５日 宜兴 ２００

２５ 儿科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儿童流感规范化诊治学术直

通车活动
４ ４ 赵德育 ５月２２日 南通 ２００

２６ 心血管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心血管疾病诊治进展培训班 ５ ５ 孔祥清 ５月２６日 睢宁 １５０

２７ 麻醉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麻醉科医师临床知识与技能

培训班
５ ５ 马正良 ５月２９日 泰州 ２５０

２８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６月１１日 南京 ５０

２９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

指南解读
５ ５ 施　毅 ６月１１日 南京 ５０

３０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呼吸病巡讲活动 １１ １１ 施　毅 ６月１８日 徐州 １２０

３１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６月２０日 东台 ５２

３２ 超声医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超声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技

能培训
８ ８ 杨　斌 ６月２６日 盐城 ２０００

３３ 重症医学分会 巡回讲学—重症医学分会“查房讲学活动” ４ ４ 曹　权 ６月３０日 扬州 ５０

３４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７月３日 宿迁 ６７

３５ 结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结核病巡讲活动 ３ ３ 张　侠 ７月１２－１３日
金湖、

滨海、

仪征

１８０

３６ 呼吸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肺炎诊治进展培训 ４ ４ 施　毅 ７月１６日 宿迁 １５０

３７ 心血管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心血管病巡讲活动 ５ ５ 孔祥清 ７月１６日 泰兴 １５０

３８ 麻醉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麻醉科医师临床知识与技能

培训班
５ ５ 马正良 ７月１７日 连云港 ２００

３９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运动指南培训班 ４ ４ 孙子林 ７月２３日 常州 ５０

４０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２４ １５ 孙子林 ７月３０日 仪征 ５０

４１
皮肤 与 性 病 学

分会
送教到基层—皮肤病诊治新进展培训 ５ ５ 孙建方 ７月３０日 连云港 １２０

４２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呼吸内镜介入学术沙龙 ４ ４ 施　毅 ７月３０日 南京 ５０

４３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

指南解读
５ ５ 施　毅 ８月１８日 徐州 ５０

４４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

指南解读
５ ５ 施　毅 ８月２４日 苏州 ５０

４５ 风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风湿病规范化诊治 ４ ４ 张缪佳 ８月２７日 徐州 ３００

４６ 呼吸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呼吸病诊治进展培训 ４ ４ 施　毅 ９月３日 淮安 １５０

４７ 心血管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心血管病巡讲活动 ５ ５ 孔祥清 ９月１１日 江阴 １５０

４８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

指南解读
５ ５ 施　毅 ９月１７日 无锡 ５０

４９ 消化内镜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消化内镜诊治新进展培训班 ４ ４ 施瑞华 ９月３０日 兴化 ２３０

５０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

指南解读
５ ５ 施　毅 １０月１２日 扬州 ５０

５１ 神经外科学分会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医学会送教到基层—脑血管
病的诊疗及预防培训班通知

４ ４ 兰　青 １０月１６日 徐州 １５０

５２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呼吸内镜介入学术沙龙通知 ４ ４ 施　毅 １０月２２日 南京 ５０

５３ 骨科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骨科常见病的诊治培训班 ４ ４ 范卫民 １０月２２日 苏州 １５０

·０７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序号 专科分会 项目名称 专题数
专家

人数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人数

５４ 神经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脑卒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５ ５ 张颖冬 １０月２４日 张家港 ２００

５５ 神经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脑卒中二级预防新进展及病

历讨论会
５ ５ 张颖冬 １０月２６日 扬州 １５０

５６ 重症医学分会 巡回讲学—重症医学分会“查房讲学活动” ４ ４ 曹　权 １０月２８日 江阴 ５０

５７ 消化内镜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消化内镜诊治新进展培训班 ４ ４ 施瑞华 １１月２日 淮安 ２００

５８ 呼吸病学分会
江苏省支气管哮喘高峰论坛—全球哮喘防

治创议２０１６版解读报告会
８ ８ 施　毅 １１月５日 南京 ８０

５９ 麻醉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麻醉科医师临床知识与技能

培训班
５ ５ 马正良 １１月６日 扬州 ２００

６０ 肾脏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肾脏病巡讲活动 ９ ９ 邢　昌 １１月２７日 徐州 １２５

６１ 骨科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２０１６年骨科疾病诊治流程培
训班

４ ４ 范卫民 １２月４日 盐城 １５０

６２ 泌尿外科学分会 巡回讲学—泌尿外科学巡讲活动 ５ ５ 张　炜 １２月９日 沭阳 １２０

６３
皮肤 与 性 病 学

分会
巡回讲学—皮肤性病学巡讲活动 ５ ５ 孙建方 １２月１０日 南京 １２０

６４ 糖尿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糖尿病运动指南培训班 ４ ４ 孙子林 １２月１７日 南通 ５０

６５ 儿科学分会
巡回讲学—儿童流感规范化诊治学术直通

车活动
４ ４ 赵德育 １２月１６日 徐州 ２００

６６ 呼吸病学分会 巡回讲学—呼吸病学巡讲活动 １１ １１ 施　毅 １２月１７日 南通 １２０

６７ 呼吸病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慢性阻塞性肺炎疾病高峰

论坛
７ ７ 施　毅 １２月２４日 南京 １００

６８ 超声医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超声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技

能培训
８ ８ 杨　斌 １２月２４日 宿迁 ２００

６９ 超声医学分会
送教到基层—超声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技

能培训
８ ８ 杨　斌 １２月２５日 连云港 ２００

科普工作汇总

序号 专科分会 项目名称 时间 地点

１ 风湿病学分会 风湿病健康大讲堂及义诊活动 １月２３日 南京

２ 消化病学分会 消化系统病义诊活动 ２月２６日 无锡

３ 感染病学分会 世界爱肝日 ３月２２日

４ 结核病学分会 结核义诊活动 ３月２４日 南京

５ 风湿病学分会 风湿病健康大讲堂及义诊活动 ５月１４日 常州

６
内分泌学分会、妇产科学分会、呼吸病学分会、

眼科学分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全国科普宣传周活动 ５月１４日 南京

７ 急诊医学分会 全国科普宣传日 ９月７日 南京

８ 呼吸病学分会 呼吸病义诊活动 ７月１６日 宿迁

９ 感染病学分会 世界肝炎日 ７月２８日

１０ 肾脏病学分会 肾脏病义诊活动 ７月３０日 １３市

１１ 神经病学分会 世界痴呆病日活动 ９月１６日 南京

１２ 骨科学分会 骨科义诊活动 １０月２１日 苏州

１３ 骨科学分会 骨科义诊活动 １０月１６日 徐州

１４ 神经外科学分会 关于举办脊柱脊髓疾病义诊活动 １０月１６日 徐州

１５ 神经病学分会 世界脑卒中日活动 １０月２９日 南京

１６ 糖尿病学分会 蓝光行动 １１白１４日 淮安

·１７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续表

序号 专科分会 项目名称 时间 地点

１７ 风湿病学分会 风湿病健康大讲堂及义诊活动 １２月３日 宿迁

１８ 骨质疏松分会 ２０１６年世界骨质疏松日宣教活动 １２月３日 宿迁

１９ 眼科学分会 出版 《常见眼病自我保健上上策》

２０ 皮肤与性病学分会 出版《常见皮肤病性病自我保健上上策》

江苏省护理学会

【综述】　换届、调整学会分支机构。召开第九次会员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理事长：霍孝蓉，副

理事长：许萍、周莹、崔焱 、顾则娟、徐旭娟、戴新娟、李

国宏、陈雁、王海芳、张海林、贡浩凌、张爱琴、王艳，秘书

长：吴金凤，副秘书长：孙翠华，理事 １３５名，常务理事
４５名。成立了３１个专业委员会：护理管理、护理教育、
心血管护理、消化内科护理、呼吸内科护理、神经内科护

理、肾内科护理、糖尿病护理、综合内科护理、肿瘤护理、

普外科护理、骨科护理、泌尿外科护理、神经外科护理、

心胸外科护理、综合外科护理、手术室护理、妇产科护

理、儿科护理、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护理、急诊急救护理、

传染病护理、精神卫生护理、危重症护理、口腔科护理、

眼耳鼻咽喉科护理、基层护理、静脉输液护理、消毒供应

中心（室）管理、伤口造口失禁护理、老年护理。

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见附表）。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护理学会学术会议情况表

时　间 内　　容 参会人数 论文数

９月１０日 南京国际造口治疗师学校十周年庆暨内地造口学校校长研讨会 ２００ ／

９月２１－２３日 华东六省一市手术室护理学术会议 ５５１ ３３７

７月３１－８月２日 中国长江论坛暨江苏省第十七次骨科学术会议护理专场 ３５０ ３００

５月、６月 中英专科护理学术交流 ３００ ／

４月２３日 中华护理学会护理管理学术会议（协办） ９８０ ５６０

总　　计 ２２０１ １１９７

　　开展学术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开展“造口护理咨
询平台”互联网健康咨询项目，共有７８名造口治疗师在
平台上接受了４５５２人次的咨询服务，上门护理服务４７
人次。开展“居家骨科护理”微信平台，有３７名专科护
士上线。

开展建言献策和软课题研究。配合开展全省医院

优质护理服务和专科护士培训第三方满意度调查。申

报中华护理学会科研基金，２０１６年全省上报２７项科研
设计书，省内评选出５项上报中华护理学会。

国际交流与合作。南京国际造口治疗师学校举办

第十期培训。组织召开“南京造口学校１０年校庆活动
暨旧地造口学校校长研讨会”。由崔焱副理事长带队

的护理教育考察研修团一行 ２６人赴台湾进行参访
交流。

承接职能工作。完成２０１５级省级专科护士答辩工
作。对危重症、心血管等１５个专科、３５个培训基地７６６
人进行答辩考核，通过７５７人，通过率９８８％。２０１６年
专业护士招生、培训工作。共收到报名表１２４４人（其中

外省２６人），经初选、基地笔试、面试，择优录取８０１人
为２０１６级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学员，录取率６４４％。举
办了３期三级医院护士长岗位培训班，培训６１５人。举
办了２期消毒员培训，培训６５０余人。

科技调研工作。参加国家卫计委“护理院基本标

准”“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护理员培训大纲”三文

件征求意见工作；参加国家卫计委护理处江苏护理院及

养老护理调研；护理物价调整项目调研及申请增加护理

收费项目的内容撰写工作。建立“科技服务站”（镇江

市第一人民医院静脉输液护理），成功申报“首席专家”

（徐医附院周莹主任）、首席科技传播专家团队（江苏省

伤口、造口、失禁护理专家团队）、学术创新（华东六省

一市手术室护理学术会议），被评为省科协２０１６年度
“特专优精”学会。以上项目共获得科协专项资助

２８万元。“５１２”国际护士节期间，在全省各市开展
“健康中国 科普助力”为主题的科普周活动。

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与培训（见附表）。

·２７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年继续教育及有关培训项目情况表

序号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人　数

１ 重症护理新进展及技能提高班 １０月１９－２１日 南京 １８３

２ 造口、伤口专科护理知识培训班 １１月１－４日 宿迁 ２２７

３ 静脉输液治疗新进展培训班 １２月１９－２２日 南京 ２２７

４ 护理部干事知识更新学习班 １２月２６－２９日 南京 ２１６

总　　计 ８５３

（孙翠华　霍孝蓉）

江苏省医院协会

【综述】　开展医院管理学术交流和继续教育培训。
２０１６年，开展学术交流、继教培训活动和质控会议 ７２
次（期），参加人数２１０６７人（见附表）。征集各类论文
５１６５篇，评选和表彰优秀论文５２１篇。全年组织一类
学术活动 ３次，二类学术活动 ４５次，质控学术会议
８次，各类培训班１６次。此外与中国医院协会共同主
办２０１６年中国医院大会，２３００余名医院管理者参加大
会。承办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管理分会２０１６年
会暨第八届中国血液净化论坛及本会血液净化中心分

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１３００余人参加会议。承办第十五
届中国医院发展高级论坛，１２００余人参加会议。

完成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和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等任务。医疗质量控制管理。

２０１６年，新增质控对象所在单位（医院）７所，新成立省
级质控中心３个。至此，４２个省级质控中心的质控对
象所在单位已覆盖全省１１５所三级医院。３月份组织
对３９个省级质控中心２０１５年工作进行考核，９５％以上
的质控中心运行良好，评选出麻醉科等１３个优秀省级
质控中心并表彰；５月下旬举办第五届江苏省医院协会
医疗质量控制论坛，３３０余人参会。召开两次质控中心
主任座谈会，就质控中心运行机制、保障条件、管理考核

等进行交流与座谈。完成病理科、新生儿科、神经内科

等３个省级质控中心组成人员调整；指导麻醉科、病理
科、药事管理、妇产科、口腔科、优生学、临床营养科、新

生儿科等８个质控中心完成相关指标修订并上线使用；
组织３９个省级质控中心对本专业质控对象科室进行督
查。组织召开各专业质控中心工作会议或年会２０余
次，组织各专业质控中心举办各类培训班９期。组织病
案质量管理质控中心对国家卫生计生委产科表格化病

历进行讨论，制订完善江苏省产科表格化病历。接受委

托举办两期《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培训会，４００余人参加
培训。编印质控简报２期。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
协助省卫生计生委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申报项目进行

梳理、备案登记。组织有关专业质控中心对江苏省限制

应用医疗技术目录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对医疗技

术管理规范进行讨论修订。三基、医政管理规范编写出

版、临床路径管理等工作。组织制定、修订重症医学科

三基训练指南、习题集和麻醉科三基训练习题集等书

籍。完成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报送省内试点医院自主

开发临床路径有关材料，完成省卫生计生委委托的部分

三级医院临床路径信息填报情况统计。

开展医院管理研究和专题调研。开展医院管理研

究。组织２０１６年课题招标，收到课题申报１１１项，经专
家三轮书面及现场评审，确定４５项立项课题，其中省卫
生计生委委托课题６项，研究中心重点课题８项，指导
课题３１项。组织县市级医院分会开展“县（市）级医院
发展能力评价体系课题调研”。开展医院管理研究课

题专题函调，就全省医疗机构最迫切、最关心的医院管

理研究课题进行征集，为正式发布２０１７年医院管理研
究课题招标指南奠定基础。开展全省医院管理干部职

业化培训专题函调，就职业化培训内容、层次、对象、方

式、时间等进行调研，为开展医院管理干部职业化培训

提供依据。赴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无锡市第二人民医

院和无锡市人民医院就 ＪＣＩ认证和医院信息化建设开
展专题调研。

其他各项任务。一是为会员医院提供医院管理咨

询服务。应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无锡市人民医院、徐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医院邀请开展３次医院管理咨询
服务，内容涉及医院总体发展规划、等级医院评估指导、

流程布局和建筑规划等。对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等

２所医院实施患者安全目标进行咨询性和行业性评估，
分获“实施患者安全目标合格医院”称号，全省“实施患

者安全目标合格医院”达４３所。二是提供多渠道信息
服务。编辑出版《江苏卫生事业管理》杂志，全年收到

来稿７６９篇，刊出４４３篇，出版发行６期，约２２０万字。
按时完成杂志编委会换届工作。编印江苏省医院协会

《会讯》９期，刊印协会活动及各医院有关信息８０条。
加强协会网站建设，及时发布通知通告，提供会议资料

下载，及时报道、更新、充实协会工作动态、学术继教活

动等信息。三是完成江苏省医院协会３５年会志编撰出

·３７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版工作，完成２０１５年度社团年检工作。分批组织省内
部分医院管理者４０余人赴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参观考
察近１０所医院和相关机构。召开各市医院协会秘书长
会议，听取关于协会建设发展及开展工作的意见与建

议。完成中国医院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增补理事、常务理

事以及医院标准化、临床营养、药事管理、医院病案管

理、护理管理、疾病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和精神病医院管

理分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等８个分支机构委员候
选人推荐工作。

协会和分支机构建设。完成协会换届工作。按期

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３６８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
审议并通过《江苏省医院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和《江苏省医院协会章程（草案）》的修改说明及会费管

理办法，选举产生由２２１名理事组成的第八届理事会，
由７４名常务理事组成的常务理事会，选举黄祖瑚为第
八届理事会会长，唐金海、方祝元、徐开林、张金宏、侯建

全、高建林、韩光曙、史兆荣、滕皋军、于振坤为副会长，

徐长江为秘书长。坚持民主办会，坚持定期召开办公会

议，重大事项报会长办公会议和常务理事会议审定，全

年召开会长办公会３次，常务理事会２次，全体理事会

１次。规范办事机构管理。坚持每月召开办公会议，每
季度组织员工集中学习，联系实际，改进工作；严格财务

管理，定期进行财务分析和财务审计。加强分支机构建

设。新成立医院管理研究评价专业委员会，完成医院感

染管理、医院建筑与规划管理、临床营养管理、医院社会

工作暨志愿服务、医院设备管理、医院信息管理专业委

员会和口腔医院、急救中心（站）、妇幼保健院分会等

９个分支机构的换届选举，以及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委员会的届中调整工作。召开分支机构主委及秘书座

谈会，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开展评比表彰。评选、推

荐中国医院协会优秀医院院长、突出贡献奖候选人，我

省６名医院院长被评为全国优秀医院院长。开展江苏
省优秀医院管理工作者评选活动，评选江苏省优秀医院

管理工作者４０名，其中优秀院长１５名。评选先进分支
机构１４个，精品年会５个，优秀主委１１名，优秀市级医
院协（学）会７个。

附：江苏省医院协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继续教育
培训情况表

（徐长江　徐明娜　陈　伟）

【江苏省医院协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继续教育培训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加人数

１ 第五届医疗质量控制论坛 ５月２０－２２日 无锡 ４２０

２ 第七届医院管理论坛 ９月２８－２９日 南通 ６８０

３ 第十五届医院院长论坛暨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１６－１７日 南京 １０００

４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２月２５－２７日 南京 ６００

５ 第１５届中国医院发展高级论坛 ３月２３－２５日 靖江 １２００

６ 精神病医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５月６－７日 南京 ６０

７ ２０１６年急救车务管理论坛 ５月６－７日 江阴 ８０

８ 京苏公立医院改革专题研讨会 ５月６－７日 南京 ８０

９ 医院医保管理专题研讨会 ５月１２－１４日 泰州 １８０

１０ 儿童医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年会 ５月１４－１５日 连云港 ７０

１１ 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５月２０－２２日 无锡 ４２０

１２ 医院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５月２６－２８日 淮安 ３１０

１３ 医院图书情报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６月１６－１７日 南通 ６０

１４
医院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年会暨江苏省临床免疫学专业主
管培训班

６月２１－２４日 扬州 ２８０

１５ ２０１６年中国医院大会 ６月２４日 南京 ２５００

１６ 医院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７月４－６日 镇江 ３２０

１７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７月７－８日 泰州 ２００

１８
医院临床营养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暨临床营养科医疗质量
控制中心２０１６年年会

７月２１－２３日 镇江 ２００

１９ 医院患者安全文化推进会 ７月２２－２３日 徐州 １７０

２０ 医院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暨省药事管理质控中心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８月１１－１２日 南京 ２３８

２１
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管理分会２０１６年年会暨第八届中国血液净
化论坛及本会血液净化中心分会２０１６年年会

８月１１－１４日 南京 １３００

２２ 第二届全省血液净化规范化护理论坛 ８月１１日 南京 ５００

·４７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续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加人数

２３ 品管圈工具助推质量持续改进研讨会 ８月１５－１６日 南京 １６０

２４ 第一届江苏省卫生应急院前急救技能大赛 ９月１９－２２日 镇江 ２１０

２５ 妇幼保健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年会 ９月２１－２３日 连云港 １６０

２６ 传染病医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暨第五届传染科医疗质量控制大会 ９月２３－２５日 淮安 ２００

２７ 医院院办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９月２９日 南通 １５０

２８ 医院医保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９月２９日 南通 ２５０

２９ 医院经营与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９月２９日 南通 １６０

３０ 医院建筑与规划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０月１２－１３日 泰州 １６０

３１ 医院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０月１３－１４日 徐州 １４０

３２ 医院医务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０月１４－１５日 扬州 ３２０

３３ 民营医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０月１４－１５日 张家港 １３０

３４ 第一届中国———以色列医院院长高端论坛 １０月２６－２８ 扬州 ５００

３５ 健康与疾病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０月２６－２８ 扬州 ８０

３６ 医院设备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１月４－５日 扬州 ３２０

３７ 医院门急诊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１月１１－１２日 南通 ２００

３８ 口腔医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暨江苏省口腔医疗质量控制论坛 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南京 １５０

３９ 县市级医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１－２日 盐城 ２３０

４０ 医院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２－３日 扬州 ２５０

４１ 医院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２－３日 扬州 ２５０

４２ 医疗康复机构分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９－１０日 无锡 １００

４３ 医疗技术应用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９－１０日 常州 ３００

４４ 医院科技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１７日 南京 １５０

４５ 医院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１７日 南京 ２００

４６ 肿瘤医院分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１７日 南京 １００

４７ 医院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安保专题研讨会 １２月２２－２４日 常州 １５０

４８ 医院管理评价研究委员会成立暨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１２月２２－２３日 无锡 １８０

４９
江苏省优生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２０１６年会暨遗传病产前筛查和诊
断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７月１－３日 常州 ５０

５０
江苏省泌尿外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２０１６年工作会议暨泌尿系统肿
瘤微创技术研讨会

７月８－９日 南京 １６０

５１ 江苏省血液内科专业质控中心２０１６年工作会议 ８月２６日 苏州 １５０

５２ 肾病学专业质控中心２０１６年工作会议 ９月２３－２５日 南京 ３００

５３ 江苏省麻醉科主任首届高峰论坛 １０月１５－１６日 常州 １５０

５４
２０１６全国重症医学质量控制大会、第五次江苏省重症医学质量控制大
会暨第１４届重症呼吸生理与机械通气论坛

１１月１０－１３日 南京 １０００

５５ 江苏省麻醉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２０１６年会 １１月１１－１３日 镇江 ４５０

５６ 江苏省神经外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２０１６年会 １２月１７－１８日 盐城 １００

５７ 医院管理研究专题培训班 ３月３０－３１日 南京 １２０

５８ 江苏省麻醉科住院医师围手术期应急处理能力培训班（第一期） ４月１０日 无锡 １８９

５９ 急救调度艺术与突发事件应对培训班 ４月２０－２１日 南京 １５０

６０ 急救调度艺术与突发事件应对培训班 ５月１２－１３日 南京 １５０

６１ 医院临床实验室管理干部（临床血液、体液检验专业主管）培训班 ５月１２－１５日 镇江 ３１２

６２ ２０１６年县级医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培训班 ５月１７－１８日 南京 ３００

６３ 江苏省麻醉科住院医师围手术期应急处理能力培训班（第二期） ５月２２日 南京 １２２

·５７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续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加人数

６４ 重症ＣＲＲＴ专项技能规范化培训班（第二期） ５月２４－２６日 南京 ５０

６５ 江苏省麻醉科住院医师围手术期应急处理能力培训班（第三期） ９月２５日 宿迁 １９６

６６ 江苏省麻醉科住院医师围手术期应急处理能力培训班（第四期） １０月１５日 苏州 ２５０

６７ 全国营养科规范化建设科主任高级研修班 １０月１４－１５日 南京 ８０

６８ 太湖临床营养论坛暨肿瘤营养疗法培训班 １０月１５－１６日 苏州 １００

６９ 第一期《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培训班 １１月２２－２３日 南京 １４０

７０ 县市级医院急诊科主任培训班 １１月２６－２７日 南京 １５０

７１
新生儿高级生命支持技术及危重症救治高峰论坛暨ＮＩＣＵ核心技术规范
化应用培训班

１２月１－４日 南京 １５０

７２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培训班 １２月２－３日 苏州 １８０

７２次 ２１０６７人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针灸学会

【综述】　２０１６年，省中医药学会、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针灸学会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引领，提振干事创

业精气神，切实做到党建和业务“两手抓、两不误、两促

进、两提高”。

组织建设。９月２８日，举行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第
十一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八次、江苏省针灸学

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４５０余人参加。大会选举产生
三会分别由１６７、１６７、６９名理事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陈亦江连任三会会长，江苏省

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亚博连任三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中医科教处处长朱

岷、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吴勉华等７人当选为江苏省
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国家

９７３项目首席科学家段金廒等７人当选为江苏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夏有兵等４人
当选为江苏省针灸学会副会长。同时选举成立学会首

届监事会，吴坤平当选为监事会主席。大会期间颁发了

“学会突出贡献奖”，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专业委员会的建设与管理重点围绕合理设置、规范管

理、科学考评、民主办会，总的指导原则是“省、市、县兼

顾，中西医并重，老中青结合，总规模适度”。３月１日，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联合召开

２０１６年相关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成立大会，对省中医
药学会男科、妇科、青年中医研究，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

殖医学、妇产科、亚健康等６个专业委员会进行集中换
届，同时成立省中医药学会膏方研究委员会和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围产医学专业委员会。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新

一届委员会组织机构。４月１６日，完成了省中医药学
会、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及其学组的换

届及组建工作；７月１５—１７日分别成立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糖尿病一体化诊疗、脑心同治、肿瘤放疗专业委员

会。启动了省中医药学会药学、药剂管理、新药研究与

开发、中药饮片研究，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临床药学等

５个专业委员会的换届工作。
继续教育。２０１６年，认真做好江苏省中医药继续

教育项目办公室相关工作，３月中旬组织召开２０１６年
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下旬向有关单

位发出《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度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组织
实施工作的通知》，及时转发并网上公布国家级和省级

继续教育项目批复，进一步强化继续教育项目监督管

理，明确项目实施要求。２０１６年获批国家级中医药继
续教育项目６３项，省级项目１１７项，各项继续教育项目
按计划陆续完成。总结２０１５年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情
况，并研究制订２０１６年继续教育项目计划和实施方案，
及时上传实施项目资料，并向省中医药局、国家局报送

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执行情况总结。完成２０１７年继续
教育项目组织申报工作。创新继续教育形式，以江苏建

康职业学院２个项目为试点开展远程继续教育。
学术交流。全年组织开展学术活动共５５项（其中

中医药学会 ３０项，中西医结合学会 ２２项，针灸学会
３项），各项学术活动项目按计划实施。同时，继续加强
区域和国际学术交流：５月，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与江苏
省传染病医院、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在南京联合举办第五

届亚洲肝炎与艾滋病学术会议；４月，江、浙、沪中西医
结合学会联合在上海主办以“中西融合，影像先行，诊

治一体”为主题的“第八届江浙沪中西医结合高峰论坛

暨２０１６年江浙沪中西医结合影像学年会”等。在学术
活动举办中，均严格按照学术活动相关管理规定，以精

简高效办会为原则，以提升学术内涵、确保活动效果为

目标，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倡导优

·６７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良学风，发扬学术民主，不断提升学术活动项目实施的

水平。

科普宣传。学会联合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继续组织实施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以“中医江苏行、

健康你我他”大型中医药科普义诊活动和“中医药就在

你身边”中医药文化巡讲活动为载体，组织中医药专家

和科普志愿者，深入全省各地的农村和社区开展中医药

文化科普义诊咨询活动，不断推动中医药进农村、进社

区、进家庭，不断促进人民群众中医药养生保健素养的

提升，切实服务社会民生。共选派２００多名中医药专家
和１００多名科普志愿者参加中医药义诊咨询科普活动，
发放《实用社区卫生保健》《中医药就在你身边》系列读

本等科普资料１００００余册。组织召开中医药科普专题
座谈会，并组织专家编写《实用家庭养生保健》科普

图书。

评优举荐。２０１６年，共同参与国医大师和全国名
中医的评选推荐工作；组织开展第三届江苏省十佳中药

人物奖评选工作；向中华中医药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推

荐委员候选人８７位，推荐优秀管理人才２位；推荐邹燕
勤为第十二届“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推荐

唐蜀华、谢林、蒋莉、邹逸天等４位同志为全国“最美中
医”候选人。同时，推荐“中医药就在你身边”科普系列

读物参加由省科协、省文明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科

技厅、江苏凤凰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优
秀科普作品评选推介活动，获得省科普作品二等奖。

科技评奖。２０１６年，认真做好江苏中医药科学技
术奖评审工作。经各相关单位限额申报推荐，科技奖奖

励办公室形式审查，并经评审委员会按相关程序复评、

答辩、终审和网上公示，评出第七届江苏中医药科技奖

３０项（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１０项，三等奖１６项）。获奖
项目于３月１日“２０１６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西医结合
学术大会”上接受了颁奖。９月１２日启动第八届江苏
中医药科技奖评选工作。经各相关单位限额申报推荐，

科技奖奖励办公室形式审查，确定参评项目６１项。经
复审与公示，共有２８个项目通过复审入围，为下一步终
审答辩打好基础。在省奖基础上，优选推荐全国科技

奖：推荐２０１６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５项，
３项获奖（其中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推荐２０１６年
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项目５项，３项获奖
（其中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期刊网站。《江苏中医药》创刊６０周年。杂志全
年共收到来稿５０００余篇，录用率（含约稿）约７９３％，
稿件的遴选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在选题策划方面，坚

持办刊宗旨，找准学术定位，突出中医药特色。开展课

题研究，“科技期刊同行评议审稿机制研究”“江苏省科

技期刊开放获取（ＯＡ）出版现状、问题分析与发展探
讨”被列为第三届江苏省科技期刊研究基金项目。

６月，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公示了全省２２２种科技类学术
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结果，《江苏中医药》杂志在“医

药卫生类”科技期刊中名列前茅；杂志主编黄亚博、执

行主编王沁凯荣获中国期刊协会颁发的“从事期刊出

版工作３０年”荣誉证书。完成《江苏中医药信息》全年
１２期的编辑出版工作。学会以江苏中医药信息网建设
为主抓手，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优势，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全面提升信息化工作水平。全年共发布各类
信息３５０条，浏览次数１８６５８１次，独立访客４８６８８人
次。学会官方微信开通试运行。

（陈　宁）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序号 举办时间 名　　称 地点
参加

人数

讲座

报告

汇编

篇数

１ ２月２８日－３月１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第五届江苏
省中医药青年人才建设与科技创新战略研讨会

南京 ５００ ３

２ ４月１５－１７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学术年会；江苏省中医药
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暨学组换届成立大

会；中医皮肤病诊治新技术新进展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０３８
常州 ２１２ １７ ２７

３ ５月１３－１５日
中西医结合消化病诊治技术进展培训班暨单兆伟教授临证

经验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４９
南京 １８８ ２１ ２１

４ ５月１３－１５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肿瘤专业学术年会暨全国青年中医肿瘤
论坛；中医治疗肿瘤特色优势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３４

扬州 １８０ １０ ８２

５ ５月６－８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交流会暨中医儿
科肝肾系疾病研讨班２０１６０５２

邳州 １２０ １０ ２３

６ ７月１３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医脑病专业学术年会暨脑病中西医结合诊治
新技术进展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３３

南京 １２０ １４ ２７

７ ８月１２－１４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风湿病学术交流会暨精准医学与中医辨
证论治在风湿病中研究进展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５２

连云港 １８０ １０ ５０

８ ８月２６－２８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医耳鼻喉科专业学术年会２０１６１５２ 启东 １００ １０ ２７

９ ９月２４－２６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医基础理论与文献研究专业学术年会暨中医
理论＇假说＇建立与科研思路方法研修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０４４

泰州 １２０ ８ ６８

·７７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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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举办时间 名　　称 地点
参加

人数

讲座

报告

汇编

篇数

１０ ９月２３－２５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妇科专业学术年会暨国医大师夏桂成中
医女性生殖节律创新理论传承与应用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０５５

南京 ２０２ １４

１１ ９月１０－１２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糖尿病专业学术年会暨中医药多学科防
治糖尿病血管病变新思路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３６

南京 ７３ １５ １５

１２ ８月２６－２８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肛肠专业学术年会暨肛肠病诊疗技术创
新思路研讨班２０１６０６４

南京 １５０ １０ １９

１３ ７月２４－２６日
２０１６年慢病（络病）防治中国行走进江苏暨中华中医药学会
络病分会华东络病学术会

南京 ２５０ ５ ５

１４ １１月１７－１９日
２０１６年第十次江苏省中医肝病学术年会暨第七届长三角中
医肝病高层论坛；非感染性肝胆病的中医、中西医治疗策略

和方法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４６
镇江 １１３ １４ ４７

１５ ９月２１－２４日 中医护理创新思维与临床实践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０４２ 南京 ２００ １１ １３

１６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推拿学术研讨会暨小儿推拿手法临床应
用新进展学习班２０１６００１

盐城 ７０ １１ ３５

１７ ９月２３－２４日 医改实施后医院药剂管理研讨班２０１６００３ 南京 １２０ ３ ３

１８ ９月１６－１８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针刀医学学术年会；肌筋膜疼痛症的中医临床
诊断与针刀治疗培训班２０１６００５

盐城 １２０ １２ ３７

１９ １２月２－４日
中医肾病名家流派学术经验传承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４５；肾病
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南京 １２０ １０ ４２

２０ １２月２－４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骨伤科学术交流会及骨伤名老中医学术
思想传承暨创伤重建技术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０４７；名老中医周
福贻教授临证经验传承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０５８

南京 ８７ １５ ３８

２１ １１月１８－１９日
首届江、浙、沪中医、中西医结合急救与危重病医学学术交流

会暨中医心肺急危重症临床研究进展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３７
上海 ２００ １４

２２ １２月１６－１８日 消化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新进展培训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１４ 镇江 ２２０ １３ １３

２３ １１月１２－１３日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新药研究与开发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中

药安全性与评价关键技术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１１０４３
南京 ８８ ６ ６

２４ １２月２－６日 炎性肠病中西医结合防治护理进展学习班２０１６０６８ 南京 １５０ １３ １３

２５ １０月２８－２９日
２０１６金陵中医肾病学术论坛及慢性肾脏病中医辨治思路学
习班２０１６０６９

南京 １１０ ８

２６ １１月２６－２７日 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进展学习班 泰州 ５０ ７

２７ １１月１２－１３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慢性萎缩性胃炎中西医诊疗学习班２０１６１０２ 宿迁 ２６０ ８ ８

２８ ９月９－１２日 肛肠良性疾病诊疗进展研讨班２０１６１０９ 盐城 １６２ ９

２９ ７月１５－１７日 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肌病、心力衰竭研讨班２０１６１１６ 镇江 １５０ １２

３０ １２月１－４日

结直肠外科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００６；第２０届全国
结直肠外科学术论坛；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盆底医学专业

委员会第二次年会；国际抗疑难疾患联盟年会和炎症性肠病

中西医结合护理研讨会

南京 ３００ ２３ ２３

３１ ９月２８－３０日
护理 学 中 医 重 点 专 科 实 践 型 护 理 人 才 培 养 研 修

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００７
南京 １２０ １２ １２

３２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支气管哮喘中西医诊治进展学习班２０１６０４４ 宿迁 １３０ １０ １０

３３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 新医改背景下中药药学服务工作模式研讨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１１０１０ 苏州 １５０ １２ １２

３４ １０月７－９日 中医妇科流派名医名方经验传承高级研修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０１９ 苏州 １６４ ２６ ２６

３５ ６月２３－２５日 中医医院护理安全与质量控制培训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００４ 淮安 １１０ １３ １３

３６ ５月１３－１５日 胃癌及癌前病变中西医结合诊疗进展学习班２０１６１１１ 扬州 ７０ ２０ ４８

３７ ７月２－４日 第五次缪希雍学术思想传承与发展研修班２０１６０１６ 常熟 ２２１ ８

·８７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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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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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心血 管 慢 病 管 理 的 中 西 医 结 合 诊 治 与 护 理 培 训

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０５
南京 １５４ １３ １３

３９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从典籍到临床———活用中医文献研修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０６３ 南京 １７４ ６ ６

４０ １１月２５－２７日 胃食管返流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０１ 南京 １６０ ８ ８

４１ １１月２４－２７日 心脏停搏复苏后中西医结合治疗新进展学习班２０１６０６６ 南京 １２８ １３ １３

４２ １０月２０－２３日 国医大师周仲瑛治疗疑难病临证经验研修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０８ 南京 ７２ １３ １３

４３ １２月９－１１日
晚期肿瘤姑息治疗与中医康复治疗研究进展学习

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１５
南京 １００ ９ ７

４４ １１月１９－２２日
第八届中医儿科国际学术交流大会、江氏儿科学术思想传承

与弘扬研修班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５０５４
南京 ３８４ １６ ７７

４５ ８月１３－１４日 ２０１６年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暨学术报告会 苏州 ２０ ３

４６ １１月２６日
２０１６年省中医药学会肺系疾病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工作
会议

南京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序号 举办时间 名　　称 地点
参加

人数

讲座

报告

汇编

篇数

１ １月２９－３０日
“回顾十二五，展望十三五”院长专题研讨会暨省中医药系

统学会理事单位工作会议
泰兴 ５０

２ １月３０－３１日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超声造影沙龙 南京 ２３ ２

３ ３月１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暨第七届江
苏中医药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

南京 ６５０ ３ ３

４ ３月１９－２１日
第三届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灾害医学学术年会暨２０１６灾
害医学与急危重症论坛会议（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１５１）

泰兴 １７１ １１ ５２

５ ４月８－１０日
第八届江浙沪中西医结合高峰论坛暨２０１６年江浙沪中西医
结合影像学年会（上海国家级项目）

上海 ６００ ４５
５７５（其
中江

苏２７６）

６ ４月１５－１７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学术年会 江苏省中医药学
会、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暨学组换届成立大会

（项目编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０３８）
常州 ２００ １７

７ ４月２２－２４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麻醉学术年会暨中西医结合麻醉
新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０７）

连云港 ３００ ２８
１２０（课
件＋论文
汇编）

８ ５月６－８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医、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交流会暨中医儿
科肝肾系疾病研讨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５２）

邳州 ９

９ ５月２７－２９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同时参加“第五届亚洲肝炎与艾滋病学术会议”

南京 ４５０ ２７ ６４

１０ ６月１０－１２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学术年会暨中西医结合
麻醉及疼痛治疗新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１１）

徐州 ３００ ４６ １６

１１ ６月１７－１８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口腔学术交流会暨国家级口腔疑
难重症的中西医多学科诊疗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

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９０２９）
南京 ７０ ９ ８

１２ ６月２４－２６日
第三届江苏省中西医结合重症医学学术年会暨国家级重症

医学新技术学习班（项目编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２４）
南京 １５０ １８

１３ ７月２３－２５日 ２０１６年超声造影培训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１０） 南京 ８０ ８

１４ ８月１２－１４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风湿病学术年会 连云港 １００ １４

·９７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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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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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

篇数

１５ ９月２１－２４日
中医护理创新思维与临床实践学习班 （项目编号：

Ｔ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０４２）
南京 ２００ １１

１６ ９月２３－２５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１５４）

南京 １６０ １７

１７ １０月１４－１６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专业委员会学术年
会暨功能性胃肠病中西医结合诊治及护理新进展学习班（项

目编号：国家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３１、省２０１６０３９）
镇江 ３００ ２３

１８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术年会暨中西医结合诊治
不孕不育新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９３）

泰州 ３５０ ９ ９

１９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
２０１６年国际肛肠高峰论坛暨第七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肛肠病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 第三届江浙沪中西医结合大肠

肛门病学术年会（浙江继教项目）

杭州 ５７４ ５７

２０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
第一届苏沪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上海继教项目）
上海 １００

２１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生殖医学学术年会暨辅助生殖医疗的中

西医结合运用进展与对策学习班（项目编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０５６）
南京 １６０ １８ １８

２２ １０月２２－２３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
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新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０９）

盐城 １５０ １８ １４

２３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影像技术专业年会暨影像新
技术临床应用学习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１３）

南京 １１０ ９

２４ １０月３０日上午 中西医结合儿童生长发育专题学术研讨会 南京 ３０

２５ １１月４日下午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工

作会议
南京 ２０

２６ １１月４－６日
２０１６年第十六届全国老年医学进展学术会议暨江苏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国家级中西医结

合老年医学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２６）
南京 ８８ ８ ８

２７ １１月４－６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围产热点论坛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
围产医学学术年会（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１５５）

昆山 １７２ １６ ６３

２８ １１月４－６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暨国家级治未病与亚健康的防治思路与方法学习班（项目编

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１４０２８）
新沂 １５０ ９ ８

２９ １１月１１－１３日
中西医结合呼吸系统疾病新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

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２３）
南京 ２７８ １９

３０ １０月２８日下午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新世纪第五届眼科专业委员会第三

次常委扩大会议
南京 １２

３１ １月１１－１３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眼科年会暨国家级中西医结合眼
科新技术新疗法培训班（项目编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８０３０）

无锡 １５０ ３４ １０２

３２ １１月１１－１３日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影像诊断专业继续教育培训班（项目

编号：２０１６００６）
高邮 １７０ １９

３３ １１月１８－２０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学术年会暨中西医结合
心血管病诊治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２２）

昆山 ４００ ５５

３４ １２月２－４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术年会（项目
编号：２０１６１５６）

江阴 ２２０ １５

３５ １２月２－４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南通 １１９ ６

３６ １２月８－１０日
２０１６年第一届江浙沪中西医结合妇产科高峰论坛暨江浙沪
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海·沪

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００１）
上海 ２００ ２９ １８

·０８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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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１２月９－１１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术年会吴门医派葛氏伤
科整骨手法暨龚正丰骨伤学术经验研修班（项目编号：

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００９）
苏州 １８０ ２６

３８ １２月１０－１１日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项目

编号：２０１６１５８）
苏州 ６０ １０ １０

３９ １２月１５－１８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中西结合学会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医学
检验新技术推广学习班（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０１２）

盐城 ７０ １２ １２

４０ １２月２３－２５日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暨急

性中毒中西医诊治新进展学习班（项目编号：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２５）
南京 １２０ １６

４１ １２月２９－３０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脊柱医学学术年会暨中西医结合
及微创技术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学习班（项目编号：

Ｔ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０３２）
南京 １００ ３０

【江苏省针灸学会２０１６年学术活动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序号 举办时间 名　　称 地点
参加

人数

讲座

报告

汇编

篇数

１ ９月８－１０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针灸学术大会
第二届江苏省针灸科主任论坛

南京 １５０ ５ １７

２ １２月１６－１８日
２０１６江苏省针灸学会急症专业学术年会暨针灸治疗突发性
耳聋临床提高班２０１６０１５

泰州 １５０ １１ １６

３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针灸减肥与美容凌晨研究新进展学习班 南京 ４００ １６

４ １１月１８－２０日 针灸结合康复治疗中风后遗症新进展学习班２０１６０８８ 泰兴 １２０ ９

５ １１月２５－２７日 吴旭教授灸法学术经验传承学习班２０１６０３８南京 ７８ １４

６ ５月２６－２９日 针灸临床进展学习班２０１６１０１ 无锡 １２０ ９ ９

江苏省医师协会

【综述】　自身建设。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于６月
１３日在南京举行，３６９名会员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审议
并通过一届理事会会长黄祖瑚作的工作报告和新修订

的《江苏省医师协会章程》，成立监事会，选举产生由

１２３名理事组成的第二届理事会和由４１名常务理事组
成的常务理事会。同时选举郭兴华为会长，王虹、方祝

元、徐开林、周明浩、侯建全、高建林、韩光曙、史兆荣、滕

皋军、刘彦群为副会长，刘彦群兼秘书长。

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协会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活动为契机，以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的党支

部为依托，强化“两个责任”，在分支机构全委会和办事

机构全体职工中全面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履行好全面从

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引领广大医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做到听党

话、跟党走，积极参与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加

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引导广大医师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环境。一年

来，各项党纪国法、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在协会系统内

得到从严落实，协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

扩大。

医师行业建设。协会在中国医师协会第六个医师

节之际，对扎根在基层、服务百姓健康的丁玮玮等５２名
基层医师，给予表彰并授予江苏省“优秀基层医师”称

号（第三届），其中，镇江市京口区花山湾卫生服务站站

长杨凌的事迹获《人民日报》刊载；同时，江苏省孔祥

清、徐凯、杨永峰和赵建宁等四位医师经协会推荐荣获

第十届中国医师奖；另外，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２０１５
“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中，江苏省靖江市人民

医院胡万斌医生获“最美医生”称号，江苏省人民医院

孙丽洲医生获“特别关注医生”称号。这为宣传江苏省

卫生系统的先进事迹、优化医师执业环境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医师队伍建设。一是服务医师的成长成才。骨科

学、内分泌学等５６个分会相继成立青年委员会，在为青

·１８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年医师提供展示才华平台的基础上，也为各学科发展储

备了人才。此外，全年共举办学术年会、新学说沙龙、交

叉学科会议等各类学术活动６５场，邀请国内外专家讲
授学科发展新观点，服务广大医师执业技能、科研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与中国人保公司江苏分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充分利用双方自身优势，进行

信息共享、协作配合，共建健康管理专家顾问团队，为广

大医师展示才华提供新的平台。二是服务基层医师的

技能提升。一年来，共举办３６场“适宜技术”、“诊疗规
范”培训班，２３场免费送教到基层，５２场巡回和查房讲
学，全省各地６８７２名基层医师接受培训。新建立１个
科技服务站，向基层医疗单位选派首席专家１１名，其
中，１个科技服站项目和２个首席专家项目获得江苏省
科协认定。三是服务医师的身心健康。依托“以岭关

爱医师健康专项基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送知识、送

感情、送关怀”关爱医师健康活动。省直医疗机构和各

辖市医师协会进一步深化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

４月起陆续开展“为爱领跑”和“爱的见证”摄影大赛等
活动。本年揭晓的２０１５年度“爱的见证”摄影大赛获
奖名单中，协会组织并上报的《跟生命赛跑》等５幅作
品入围，其中《跟生命赛跑》获得一等奖。８月，由协会
推荐的４位医师获中国医师协会赞助的为期７天的专
项康复疗养。同时，积极帮助１名困难医师向中国医师
协会申请健康专项基金２万元。四是服务医师的正当
诉求。在第六届医师节之际，郭兴华会长主持召开了第

三届江苏省“优秀基层医师”代表座谈会。到会的医师

代表就工作中的困难和疑惑畅所欲言，同时，协会还就

平时在各项活动中广大医师反映的执业环境与执业待

遇等比较尖锐问题一并向参会的领导报告，出席会议的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李少冬在回答有关问题后，希望到

会的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以及省卫生计生委

等相关部门树立大局意识，紧密配合，创造条件关爱广

大医师，解决医师执业的后顾之忧。五是服务医师的人

文素养。协会共在２６场学术活动中，邀请樊代明、丁义
涛等省内外著名专家，作职业道德和人文医学专题讲

座。同时，协会还面向会员单位广泛开展“人文科室”

的创建和“人文医生”的培养等活动，涌现一批“人文科

室”与“人文医生”，其中，江苏省中医院乳腺病科、苏州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小儿血液内科、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神经内科荣获协会“人文科室”称号，查小明、宋勇、

刘曼华、李 雁等４名医师获“人文医生”称号，并分别
被推荐至中国医师协会。

开展医师自律维权培训。协会共举办７场法律知
识巡讲，邀请司法专家就医疗损害责任、患者的权利和

义务、医疗损害责任认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讲解。

利用３２场学术活动平台，开展维权知识专题讲座，就临
床诊疗行为、医疗风险防范、知情同意等相关的法律和

伦理问题进行解读，使医师在医疗实践中做到依法执

业、依法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同时，大力宣传《中国医

师宣言》和《中国医师道德准则》，使广大医师在诊疗中

自觉做到“恪守医德医风，严守诊疗规范，善于倾听”，

不断增强医师的自律意识。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专家委员会进行调整完善，细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各

项业务工作。在专家委员会领导下，组织相关各专家制

订外科等１８个专科临床技能考核实施方案，对培训专
业基地的配备设备、教学查房、病历书写、临床能力等评

估指标进行修改完善。对３０个专业２０００多名带教老
师进行理论培训，并对培训合格的带教老师颁发证书。

组织相关专家对全省２９家国家级培训基地进行巡视督
导，并进行现场评估，评估意见以书面形式当场反馈，促

进培训基地的规范化和带教师资整体水平的提高。

（杨　林）

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

【综述】　组织建设。学会围绕社会团体年检重点内容
开展全面自查，认真总结并撰写报告。严格财务制度，

规范财务收支，顺利通过审计事务所专项财务审计；加

强专业委员会建设，２０１６年成立健康医疗大数据专业
委员会。目前学会共有八个专业委员会，共拥有团体会

员１３２个，个人会员５９６人。２０１６年，根据卫计委对人
口健康信息化工作的调整，学会按照民政厅相关文件要

求，变更了学会副会长。

学术交流和评优活动。一是召开第三次年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第三次学术年会暨
健康医疗大数据高峰论坛在南京召开，省卫计委主任、

省卫生信息学会会长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组

织论文交流１５７篇，其中有４０余篇获优秀论文奖，论文

均汇编成册。二是开展省优秀卫生信息化主管评选活

动。经各市卫计委推荐申报，学会评审，共有４５位同志
获全省优秀卫生信息化主管奖。三是开展卫生信息化

技术培训，全面提高我省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学会联

合中国医院协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于６月在徐州举
办“国际疾病分类 ＩＣＤ－１０培训班”，共计４００余人参
加培训；召开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应用座谈会，各医院

相关科室、医院领导等出席会议。四是各专业委员会积

极发挥作用。公共卫生信息专业委会于３月在盐城市
召开公共卫生信息专委会委员大会暨第二届技术交流

大会，共计２００余人参加会议；卫生统计专业委员会于
１１月在苏州市召开２０１６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议；医院
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于１２月在扬州召开专业委员会学

·２８３·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术年会；卫生信息技术与安全专委会于１２月在南京举
办“信息技术＋医疗流程再造”论坛；卫生信息教育专
委会获得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的国家继续教育项目“区

县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与应用”；电子病历专业委

员会积极推广电子病历质控与管理技术和成果的普及

应用，开展电子病历质控、管理咨询与技术服务。五是

积极组织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宣传我省卫生信息化建

设成就。２０１６年 ８月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在南京召开
《２０１６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暨软件产品与设备
展览会》，我省共有５９篇论文参加交流，其中一等奖论
文２篇，优秀论文奖３篇。省卫生信息学会还荣获了中
国卫生信息学会“２０１６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会
议组织奖”和“２０１６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论文组
织奖”。 （许和平）

江苏省计划生育协会

【综述】　党建工作。学习中国计生协“八代会”精神，
明确计生协职责定位。开展“两学一做”教育。纪念建

党９５周年，组织党员参加征文选拔和知识竞赛，开展
“最佳党日”活动，参观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走访慰

问计生特殊家庭。组织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办公会、支委会、三会一课等会

议制度，进一步完善单位内控、考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组织建设。召开省五届三次理事会和四次常务理

事会。开展县（区）计生协组织建设情况调查，全省１２２
个县（区）计生协编制数１２７人，在岗数１８２人，５３个县
（区）计生协为有编办批文的事业单位，入序的１５个。
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在苏州张家港市、淮安金湖县建立

中国计生协流动人口计生协计划生育服务项目，争取经

费１３万元；在南京江宁区、镇江扬中市建立省级流动人
口计生协计划生育服务项目，下拨经费４万元。召开全
省流动人口计生协计划生育服务项目座谈会。

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开展项目帮扶。成功中标苏

州、南京、盐城等９个中国计生协特殊家庭养老帮扶项
目，成为国家级项目点最多的省份。投入６５万元新建
１３个省级“连心家园”项目点。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有８７个
县（市、区）建立了“连心家园”项目点，共投入资金

３９１０２万元，帮扶人数３９８万人。重新编辑出版《“失
独”群体心理援助工作手册》，指导各市开展“失独”群

体心理援助工作。继续与省人寿联合开展“情暖‘失

独’家庭———生育关怀行动”。全省各级计生协共投入

１２７４万元，为５２０５３名“失独”人员购买住院护工服务
保险，理赔额７７５４４万元。

生育关怀行动。在南京六合区等地建立省级生育

关怀基地８个，省协会投入资金３８万元，帮助近２００户
计生困难家庭发展生产。对２０１６年到期的３６个国家、
省级项目进行评估检查，加强项目资金监督。开展“思

源工程———生育关怀行动”，投入１０万元建立如东县思
源工程项目。组织指导扬州计生协中标中国计生协

“生育关怀携手行———家庭健康素养”项目，争取经费

１５万元，举办讲座近 ３００场。深化计生系列保险。
２０１６年全省保费８６５１万元，参保人数２６４万人，理赔金

额３５３２万元。做好“博爱工程———生育关怀行动”，为
全省３４１０名０～１８岁孤女赠送意外伤害保险。召开省
计生系列保险研讨会，探讨“关爱女性保险”和“母婴安

康保险”产品方案，提升各类参保人群的抗风险能力。

青春健康教育。建立常州大学等省级青春健康教

育基地４个。南京市仙林大学生青春健康俱乐部等
５家单位被授予“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教育示范基地”
称号。开展高校青春健康教育工作。南京大学等１２所
高校成功中标中国计生协高校青春健康项目。举办全

省高校青春健康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班。实施青春健

康家长培训项目。指导南京鼓楼区中标中国计生协青

春健康沟通之道家长培训第三期项目。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联合无锡计生协在江南大学举行“９·２６世界避
孕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开展以“青春健康 共享

未来”为主题的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周活动。

创建工作。创建计生基层群众自治项目。在徐州

邳州市建立中国计生协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县项目，争取

经费１５万元；在南京溧水区、苏州昆山市建立省级计生
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县项目。以创建示范县项目为抓手，

督促基层计生协依法修订村（居）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

约。召开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县项目座谈会，研讨总

结项目进展情况，促进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不断

深入。

文化建设。开展“５·２９”会员日宣传活动。全省组
织开展专题广场宣传活动３８００多场，印发宣传品６９０
多万份，媒体宣传１５００多篇（次）；募集帮扶资金１３００
多万元，走访慰问计生困难家庭、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

２０多万户。开展“二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文艺作品
评选活动，征集作品４００余件，评出书画、摄影、剪纸各
类获奖作品７５件并集结成册。印发全面两孩政策宣传
画７５００套，在城乡广泛张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
传计生政策调整。组织书画、剪纸、摄影社开展活动，与

南京市计生协在溧水开展慰问，邀请艺术家们现场送春

联、剪窗花，给计生困难家庭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印

发省计生协信息１２期。
（张黎明）

·３８３·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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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界人物

·省、市卫生计生系统·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江苏省中医药局）】

　　　　主任、党组书记 王咏红（女）

　　　　副主任 何小鹏

　　　　纪检组长 周政兴

　　　　副主任兼省中医药局局长 陈亦江（２月离任）
　　　　副主任 徐东红（女）

汪　华
兰　青（２月任职）
李少冬（２月任职）

　　　　副厅级 兰　青（２月离任）
　　　　巡视员 黄祖瑚（３月离任）

陈亦江（２月任职）
　　　　副巡视员 洪　浩

李少冬（２月离任）
孙宁生（５月任职）

　　　　党组成员 朱　岷（女，５月任职）
办公室主任 戚兴锋

　　　　副主任 石健峰（２月离任）
何新羊（４月任职）
刘玉珍（女，８月任职）

规划与信息处处长 王爱年

　　　　副处长 陈　静（女）
管正涛（４月任职）

财务处（审计处）处长 沈敏华（女）

　　　　副处长 张志平

靳　巍（女，４月任职）
政策法规处处长 翁历文（女）

体制改革处处长 赵淮跃

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 顾帮朝

　　　　副主任 邱晓辉（４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处（省爱卫办、省血地办）处长 吴红辉

　　　　副处长 单玲英（女，４月任职）
医政医管处处长 张金宏

　　　　副处长 朱春燕（女）

高　鹏（８月任职）
基层卫生处（省新农合办）处长 姜　仑
　　　　副处长 任晓波

　　　　副处长 王昊昀（４月任职）
妇幼健康服务处处长 王晓芳（女）

　　　　副处长 吴　伟（４月任职）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处处长 袁家牛

　　　　副处长 顾寿永

综合监督处处长 唐月明

　　　　副处长 承明华（４月任职）
药政处处长 束一平（女）

　　　　副处长 崔　林（８月任职）
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处处长 杨　柳（女）
　　　　副处长 田增喜

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处处长 李　郁（女，１１月任职）
王京玲（女，１１月离任）

　　　　副处长 陈国斌（１０月离任）
王　红（女，４月任职）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处处长 赵恒松（２月任职）
林朝镇（１月离任）

　　　　副处长 赵恒松（２月离任）
王咏梅（女，８月任职）

宣传处处长 何　青（女）
　　　　副处长 汪蓓蕾（女）

科技教育处处长 孙宁生（兼）

　　　　副处长 潘　睿（４月任职）



国际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处长 石志宇

　　　　副处长 李　郁（女，１１月离任）
中医综合处副处长 陈　燕（女，２月任职）
　　　　副处长 陈　燕（女，２月离任）

朱　蕾（女，４月任职）
中医科教处处长 朱　岷（女，兼）
人事处处长 祁爱平

　　　　副处长 刘益兵

高　韧（女）
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徐东红（女，兼）

专职副书记 赵胜忠

　　　　副书记 邢书博（１０月离任）
王卫红（女）

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 葛宁海（１１月任职）
　　　　副处长 葛宁海（１１月离任）

赵　雯（女，８月任职）
干部保健局局长 管　皎（女，４月任职）

兰　青（女，４月离任）
　　　　副局长 管　皎（女，正处，４月离任）
　　　　副处职干部 徐建设（４月任职）
干部保健局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 蔡　隽（副处）
纪检组副组长 韩红玉（女，１２月任职）
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 韩红玉（女，１２月离任）
纪检组一处处长 张　峰（１２月任职）
监察室副主任 张　峰（１２月离任）
委卫生计生监察专员 王荣申（正处）

谷　诚（女，正处）
陈晓进（女，正处）

石健峰（２月任职，正处）

【省卫生计生委直属医疗卫生计生单位】

省人民医院院长 唐金海（２月任职）
王　虹（女，２月离任）

　　　　党委书记 王　虹（女）
省中医院院长 方祝元

　　　　党委书记 翟玉祥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季国忠

　　　　党委书记 陈春燕（女）

省级机关医院院长 许家仁

　　　　党委书记 何一然（１１月任职）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周明浩

　　　　党委书记 朱宝立

省卫生监督所所长 时玉昌

　　　　党委书记 时玉昌

省肿瘤医院院长 冯继锋（８月任职）
唐金海（５月离任）

　　　　党委书记 鲍　军（８月任职）
冯继锋（８月离任）

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王佩娟（女，８月任职）
王小宁（８月离任）

　　　　党委书记 王小宁

省血吸虫病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 羊海涛

　　　　党委书记 卞荷娟（女）

省原子医学研究所所长 谢敏浩

　　　　党委书记 谢敏浩（１２月任职）
省血液中心主任 孙　俊
　　　　党总支书记 丁文艺（７月任职）
省第二中医院院长 孙志广

　　　　党委书记 王红云（７月任职）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曾庆琪

　　　　院长 李庆荣

省妇幼卫生保健中心主任 王　虹（女，兼）
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 王　跃
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黄亚博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崔　伟
　　　　院长 吕俊峰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王光文

　　　　院长 乔学斌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 高国宪

　　　　院长 孙丽芳（女）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吉文桥

　　　　院长 吴彬江

省太湖康复医院院长 李兰萍（女，８月任职）
史伟珠（女，８月离任）

　　　　党委书记 李兰萍（女）

省连云港海滨疗养院院长 尹明芳

　　　　党委书记 刘　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高建林

　　　　党委书记 王志伟（８月任职）
张　涛（８月离任）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徐开林

　　　　党委书记 徐开林（１０月任职）
王人颢（１０月离任）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侯建全

　　　　党委书记 陈卫昌（２月离任）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 冯　星

·５８３·卫生计生界人物



　　　　党委书记 卢祖元

省药品集中采购中心主任 吴　天
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 刘晓强（４月任职）
　　　　副主任 刘晓强（４月离任）
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站长 陈国斌（１０月任职）
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 许豪勤（女）

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所所长 屠海燕（女，１０月任职）
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国斌（副处，挂职，１０月离任）

（汪海波）

【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局），县（市、区）

以上卫生计生单位】

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孙家兴

　　　　副主任 王　静（女）
王安琴（女）

　　　　纪委书记 吴　静（女）
　　　　副主任 丁小平

许民生

刘贵春

　鼓楼医院院长 韩光曙

　第一医院院长 张颖冬

　第二医院院长 赵　伟
　南京脑科医院院长 刘宏毅

　妇幼保健院院长 沈　嵘（女）
　儿童医院院长 黄松明

　中医院院长 陈延年

　口腔医院院长 胡勤刚

　胸科医院院长 陈宇宁

　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刘万里

　职业病防治院院长 王桂珠（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谢国祥

　卫生监督所所长 王振球

　急救中心主任 沈正善

　血液中心主任 蔡旭兵

　南京医学会秘书长 林庆龙

　卫生信息中心主任 殷伟东

　指导所所长 包建明

　药具站站长 连　战
　南京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翟国庆

　市中心医院院长 印小荣

玄武区卫生计生局局长、工委副书记 王礼铭

　　　　工委书记 张　栩（２月离任）
王　荣（女，２月任职）

　　　　副局长 奚建彬

　　　　纪工委书记 孙丽萍（女）

　　　　副局长 叶冬梅（女）

徐正海

秦淮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金宝强

　　　　书记 苏　宁
　　　　副书记 丁　杰
　　　　副局长 陶玉兰

陈　玲
蒋小青

建邺区卫生计生局局长、工委书记 王石城（２月任职）
　　　　工委副书记 孙大保（１月任职）
　　　　副局长 严秀云（女，１月任职）

沈　瑜（１月任职）
刘春生（１月任职）
岑　岚（女，１月任职）

鼓楼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唐伯才（５月离任）
王宗源（５月任职）

　　　　工委书记 徐　昕
　　　　副局长 傅豫梅（女）

宋志坚

安冬梅（女）

庄永忠

郑金玲（女）

陶新梅（女）

浦口区卫生计生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李业明

　　　　党委书记 任晓芳（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张显清

　　　　副局长 毛如虎

孙宁玲（女）

张　毛
屠小明

栖霞区卫生计生局局长、工委副书记 曹显进

　　　　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古　琳
　　　　副局长 汪厚忠

马　奎
雨花台区卫生计生局局长、书记 褚堂琴（女）

　　　　副局长、副书记 张婉如（女）

　　　　副局长 朱家翔

刘文江

谢声萍（女）

蒋宁卫

江宁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姚燕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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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书记 荆开虎

　　　　纪工委书记、党工委副书记 王　洪
　　　　副局长 刘太安

黄朝霞（女）

孙　海（１１月任职）
六合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沈　军
　　　　党工委书记 孙　军（女）
　　　　副局长 崔元江（正处职）

达　权（女）
沈永梅（女）

刘金良

溧水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鲁慧荣

　　　　党委书记 刘智敏

　　　　纪委书记 管荣保

　　　　副局长 陈正兵

黄晓宝

陶玉林

周海森

高淳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邱　峰
　　　　党工委书记 梁爱林

　　　　党工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陆忠
　　　　副局长 邢益凤

王小君

陈　芸（女）
（顾　波）

无锡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副主任 陈卫平（７月离任）
　　　　主任、党委书记 谢寿坤（７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 张文伟

　　　　副主任 韩晓枫

杭兰生

张卫阳

杨如年

胡建伟

笪学荣

　　　　纪委书记 陈烈蓉（女，７月离任）
　人民医院院长 陈卫平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易利华

　第三人民医院 周小金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程之红

　中医医院院长 陆　曙
　妇幼保健院院长 杨亚萍（女）

　精神卫生中心（同仁国际康复医院）院长 潘兆麟

　第五人民医院院长 易利华（兼，１２月任职）
　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许　萍（女）
　转化医学研究所所长 姚　勇（兼，１０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杨　健
　卫生监督所所长 周　健
　红十字中心血站站长 殷崎涛

　急救中心主任 何恩奇

　医学会主任 张振新（１２月任职）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华博雅（女）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站长 贾子英（女）

崇安区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 陆　燕（女，２月离任）
　　　　副局长 杨志伟（２月离任）

邱桂华（２月离任）
徐　雷（２月离任）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谭　健（女，２月离任）
　　　　副局长 薛玉蝉（女，２月离任）

肖　 （２月离任）
　　　　爱卫会主任 夏　琰（２月离任）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所长 高向群（女，２月离任）
　　　　疾控中心主任 高向群（女，２月离任，兼）
南长区卫生局局长 包俊东（２月离任）
　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 包俊东（２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顾文洪（２月离任）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包俊东（２月离任）
　　　　副局长 张亚菁（女，２月离任）

刘　峰（女，２月离任）
　爱卫主任 徐　越（２月离任）
　卫生监督所所长 任建青（女，２月离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华　燕（女，２月离任）
北塘区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 马晓慧（女，２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吕　祥（２月离任）
　　　　副局长 吴　强（２月离任）

张轶秋（女，２月离任）
　人口计生局局长 凌　芳（女，２月离任）
　　　　副局长 杨梦洁（女，２月离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龚玲芬（女，２月离任）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胜昱（２月离任）
梁溪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 周汉军（３月任职）
　　　　局长、党委副书记 陆　燕（女，３月任临时召集人；

３月任党委副书记，７月任局长）
　　　　副局长 张轶秋（女，３月任临时组成

人员，７月任职）
杨志伟（３月任临时组成人员，

７月任职，１２月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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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菁（女，３月任临时组成
人员，７月任职）

吴　强（３月任临时组成
人员，７月任职）

邱桂华（３月任临时组成
人员，７月任职）

徐　雷（３月任临时组成
人员，７月任职）

　　　　纪委书记 叶章明（３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高向群（女，４月任临时召集

人，７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龚玲芬（女，４月任临时召集

人，７月任职）
　妇幼保健所所长 华　燕（女，４月任临时召

集人，７月任职）
　职业病防治医院（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 严于兰（女）
　康复医院院长 党英杰

　牙病防治所所长 唐丽琴（女，４月任临时召集
人，７月任职）

滨湖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钱宏伟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韩　沁（女）
　　　　副局长 任　军

沈　健
魏　刚
秦继文

钱燕红（女）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院长 芮永军

　中医院副院长 戴 美（女）

　无锡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张小红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立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宣凌峰（９月离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朱 （９月任职）
　妇幼保健所所长 张 江（１月任职）
锡山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石国洪（１２月离任）
　　　　党委书记 过文洁（９月离任）
　　　　局长、党委书记 徐志军（１２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钱岷丹

　　　　纪委书记 钱岷丹（９月离任）
　　　　副局长 孙根福

赵　征（女，９月离任）
　　　　纪委书记 赵　征（女，９月任职）
　　　　副局长 朱莉敏（女）

戴伟东

　　　　爱卫会主任 陈　奕（女，兼）

　人民医院院长 华建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坚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坚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卢斐杰（女）

惠山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沈夏萍（女，１２月任职）
马　伟（１１月离任）

　　　　党委书记 朱正威（１１月任职）
马　伟（１１月离任）

　　　　副局长 唐　雯（女）
曹　敏（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陈文兵

　　　　副局长 卞月才

季剑飞

　人民医院院长 华　庆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吴荣清

　卫生监督所所长 吴荣清

　妇幼保健所所长 吴荣清

　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夏宇东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廉　兴
　中医医院院长 边仕新

　职业病防治院院长 钱建峰

　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 殷向东

新吴区社会事业局局长 赵建伟（５月离任）
　　　　副局长 卢军英（女，５月离任）

王小丁（９月离任）
　民政和卫生计生局临时协调小组组长 史志琴（女，５月任职，９月离任）
　　　　副组长 卢军英（女，５月任职，９月离任）

吴宝龙（５月任职，９月离任）
　民政和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史志琴（女，主持工作，

９月任职，７月离任）
卢军英（女，９月任职）
吴宝龙（９月任职）

江阴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严军明

　　　　党委副书记 蒋尧严（４月任职，５月免职）
　　　　副主任 钱大雁

俞勤龙

许　晨（女，１２月离任）
严海东（５月任职）

　　　　纪委书记 王　辉（４月任职）
　人民医院院长 张　华
　中医院院长 龚　伟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刘文清

　远望医院院长 严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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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陈献文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所长 沈秋平（１１月免职）
　妇幼保健所所长 严海东（５月免职）

惠　黎（女，５月任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顾李忠

　红十字血站站长 张永法

　社区卫生管理中心 陈　敏
　口腔病防治所所长 徐东伟（５月任职）
　急救中心主任 车　斌（５月任职）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俞建伟

　利港医院院长 高　忠
　璜土医院院长 殷伯琪

宜兴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钱西元（４月任职）
　　　　党委书记 许国明（３月任职）
　　　　副主任 史伟明（３月任职）

王　欣（３月任职，７月离任）
应和君（３月任职）
李　莉（女，３月任职）
徐瑞芳（女，３月任职）

　　　　纪委书记 陆良君（３月任职，１２月离任）
　人民医院院长 谈永飞

　中医医院院长 毛端良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沈国良

　肿瘤医院院长 龚伟达

　卫生监督所所长 陈开初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陆长华

　妇幼保健所所长 凌　芳（女）
　皮肤病防治所所长 邹伟飞

　牙病防治所所长 姚洪亮

　无锡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宜兴分站站长 黄海平
　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谈永飞

（毛枭娇）

徐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 吴　宪
　　　　党委副书记 何　峰

张悦忠

　　　　主任 吴　宪
　　　　副主任 何　峰

俞　军
常　霞（女）
李　明
胡传峰

尹葆华（女）

　　　　纪委书记 庄明春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杜钟祥

　肿瘤医院院长 张居洋

　中心医院院长 张培影

　中医院院长 王培安

　妇幼保健院院长 黄大文

　儿童医院院长 范从海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　雷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杨　晶
　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宫海滨

　康复医院院长 张培影（兼）

　东方人民医院院长 杨永杰（１０月任职）
曹军杰（１０月离任）

　传染病医院院长 张克球

　口腔医院院长 王鹏来

　职业病医院院长 张居洋（兼）

　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 毕星秀（女）

　急救医疗中心主任 金　华
　卫生信息中心主任 白智泳

　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 张培影（兼）

　眼病防治所所长 李 雁（女）

　妇幼保健所所（计划生育指导和药具管理所）所长 黄大文（兼）
　医学会秘书长 李　薇（女）
　卫生计量检测所 陈　康
　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 李建光

铜山区卫生局局长 周广征（５月离任）
　　　　党委书记 孙　朴（８月离任）
　　　　副局长 桑　颖（女，５月离任）

董传金（８月离任）
方程建（８月离任）
郑　敏（女，５月离任）
王成金（５月离任）
韩令才（８月离任）

　　　　纪委书记 梁　月（女，８月离任）
　铜山区计生局局长 苗雷华（６月离任）
　　　　副局长 李光伟（８月离任）　

陈传均（８月离任）
经丰收（８月离任）
丁养涛（８月离任）

　　　　纪检组长 肖　莉（女，８月离任）
　铜山区卫生计生委主任 苗雷华（６月任职）
　　　　副主任 孙　朴（８月任职）

方程建（８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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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传金（８月任职）
李光伟（８月任职）
肖　莉（女，８月任职）
陈传均（８月任职）
经丰收（８月任职）
韩令才（８月任职）
徐　惠（女，８月任职）
丁养涛（８月任职）

　　　　纪委书记 梁　月（女，８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赵克大（５月离任）
　疾控中心主任 韩令才

　保健所所长 蒋立勇

　计生指导站站长 仇建国

　妇幼保健院院长 周兴超（１月离任）
李　蓉（女，１月任职）

　人民医院院长 张　永
　中医院院长 杜　兵
　利国医院院长 张贯林

　精神病院院长 陈文明

鼓楼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刘宗维

　　　　党委书记 赵　洁（女，４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戚光跃

　　　　副主任 孙雯（女）

张之春（女）

　　　　纪委书记 陈宝娟（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晓凤（兼）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晓凤（兼）

　鼓楼康复医院院长 董瑞国（１０月份任职）
　妇幼保健所所长 杨建亮

云龙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徐新华（女，３月离任）
陈　源（女，３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刘贤明（３月离任）
　　　　副主任 申　涛（兼）

郭爱君（女）

陆翠云（女，兼）

刘秋云（女）

　　　　纪委书记 吴冬梅（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申　涛（兼）
　妇幼保健所所长 周　琪（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李　东
贾汪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杜长勇（２月任职）

曹广强（２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李　立（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 周生勤（女）

李荣兰（女）

　　　　纪委书记 李佳君（２月离任）
阚永刚（２月任职，１２月离任）
王冬云（女）

　人民医院院长 王久胜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李瑞刚

　妇幼保健所所长 陈　羿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　雷
泉山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　
　　　　党委书记 陈延建（６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曹　莉（女）
　　　　副主任 周　静（女）

樊　祥
胡　泊（女，６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疾控中心主任 周　毅
　泉山医院院长 张列峰

　妇幼保健所所长 翟玉珍（女）

　爱卫会主任 李　燕（女）
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周雪松

　卫生监督所所长 肖宗远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刘　岗
　爱卫会主任 陈　明
丰县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高　伟（女）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卢　伟
　　　　副主任 杜维化

姜　伟
翟桂桥

殷宪方

史公福

于百生

　　　　纪委书记 周　翔
　人民医院院长 丁时义

　中医院院长 戴松堂

　卫监所所长 屈庆友

　妇幼保健所所长 赵　侠（女）
　计划生育指导站站长 张艳芳（女）

沛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董传文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侯召辉

张　强（５月离任）
　　　　纪委书记 孟宪勇

　　　　副主任 谭大顺

王广鹏（５月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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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言庆

戚敬德

刘庆民

　人民医院院长 任泽强（２月任职）
　中医院院长 肖延林（兼）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沈景亭（主持工作）

　卫生监督所所长 秦　斌
　急救医疗中心主任 徐　兵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黄厚立

　妇幼保健所所长 董天舒

　爱卫会主任 贺　伟
睢宁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杨　阳（２月任党委书记）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朱　瑾（女，２月离任）
　　　　副主任 赵　亮

张晓柱

朱剑波（１１月离任）
　　　　纪委书记 胡达居（５月离任）
　　　　副主任 郭　明

孙建功（１１月离任）
　　　　纪委书记 夏铁柱（５月任职）
　人民医院院长 朱　林
　中医院院长 张　剑
　疾控中心主任 赵　勇（２月离任）

陈　鑫（２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刘　永
　急救医疗站站长 赵礼振

　妇幼保健所所长 张思峰

新沂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孙先民（１１月离任）
　　　　副主任 王志勇

陆从中

刘　军
韦洪琦

宋　飞
陈秀英（女）

　　　　纪委书记 高爱群（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彭学英（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卢国君

　卫生学校校长 任建玲

　人民医院院长 吴新勇

　铁路医院院长 张以滔

　中医医院院长 辛　昂
邳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戴明威

　　　　副主任 常学军（１１月离任）

梁化军

智慧民

蒋　晔
刘　林
王蓓蓓（女，５月离任）
魏忠诚

　疾控中心主任 张　明
　卫生监督所所长 徐海龙

　妇幼保健所所长 张　亚
（曹同春）

常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王　莉（女）
　　　　党委副书记 何小茜（女）

　　　　纪委书记 邵建明

　　　　副主任 虞国良

冯子秋

汪晓东

刘志洪

赵兴光

姚福建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何小舟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秦锡虎

　中医医院院长 张　琪（女）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鱼国盛

　肿瘤医院院长 凌　扬
　妇幼保健院院长 蔡正茂

　儿童医院院长 许　军
　第七人民医院院长 罗立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吉俊敏

　卫生监督所所长 姚　辉
　中心血站站长 张建伟

　医疗急救中心主任 秦国良

　卫生信息中心主任 吴亚平

　医学会常务副会长 徐瑞玉（女）

　计生协会秘书长 恽虹（女）

　计生指导所所长 虞永麟

　计生药具管理站（流管站）站长 蒋琳霞　（女）
武进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 岳翠军（４月离任）

何　东（４月任职）
　　　　局长、党委副书记 王洪新（４月任职）
　　　　纪委书记 习　勇
　　　　副局长 杨亚萍（女，４月离任）

顾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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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甫春

杨春玲（女）

狄旭东

左朝辉

王洪新（４月离任）
夏锡仪

　人民医院院长 周培根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王志伟

　中医医院院长 杨　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顾建新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伟健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陈云娟（女）

　常武太湖医院院长 刘晓虎

钟楼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 余丽钰（女）

　　　　党委副书记、局长 吴　伟
　　　　党委副书记 蒋振旦　
　　　　纪委书记 余丽钰（女）

　　　　副局长 余知健

曹惠平

张　伶（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朱一胜

　卫生监督所所长 付卫东

　妇幼保健所所长 朱　岩（女，２月离任）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韩　波（女）
天宁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 许　燕（女，１１月离任）

吴　静（女，１２月任职）
　　　　局长、党委副书记 丁显平（６月离任）
　　　　局长 吴　静（女，７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 章丽华（女，１２月任职）
　　　　副局长 俞霞芬（女）

张　科
芦　雅（女，７月任职）

　　　　纪委书记 章丽华（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孙红燕（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杨丽敏（女）

　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淑君（女）

新北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汪中良

　　　　副局长 黄丽娟（６月离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宦华敏

　卫生监督所所长 虞仁其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蔡　青（女）
溧阳市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 杨文艳（女，２月离任）

史平淮（２月任职）

　　　　局长、党委副书记 董　昕（２月离任）
陈志豪（２月任职）

　　　　纪委书记 阮海林

　　　　副局长 冯伟民

孙晓平

史建明

赵子予

张玲娣（女，１０月离任）
金　军

　人民医院院长 史平淮（１２月离任）
黄普文（１２月任职）

　妇幼保健院院长 史平淮（兼）

　中医医院院长 潘荣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吴　鹦（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彭国平

　卫生培训中心主任 丁　文
　皮肤病防治所所长 徐义华

　常州中心血站溧阳分站站长 秦晓宏

　计划生育指导站站长 史益颖（女，８月任职）
金坛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志芳

　　　　党委副书记 李建军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袁永炜

　　　　纪委书记 林金祥

　　　　副局长 张　萍（女，８月离任）
庞巧红（女）

董文兵

苏建华（５月离任）
　人民医院院长 苏建华（８月任职）
　中医医院院长 吴　杰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庄永忠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杨小平

　卫生监督所所长 林小俊

　妇幼保健所所长 潘凌燕（女，１０月离任）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潘凌燕（女，１０月任职）
　常州市中心血站金坛分站站长 李志明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俞惠敏（女）

　１２０急救站站长 徐冬华（４月离任）
王　贤（４月任职）

（黄志娟）

苏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谭伟良

　　　　副主任 卜　秋（女）
陈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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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蓉芳（女）

沈　洁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叶　帆
　　　　副主任 盛　乐（５月任职）
　市立医院院长 洪志成

　中医医院院长 葛惠男

　第五人民医院院长 徐俊华

　广济医院院长 殷光中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倪川明（６月离任）
刘　芳（女，６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刘　芳（女，６月离任）
倪川明（６月任职）

　中心血站站长 徐　军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王　菁（女）
　卫生发展与健康城市指导中心副主任 刘俊宾（主持工作，４月任职）
　急救中心主任 杨齐英

　卫生计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 戴春林（９月离任）
江　毅（主持工作）

　卫生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张　洪（主持工作，９月离任）
戴春林（９月任职）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副站长 朱陈承（女，主持工作，４月离任）
韩建春（主持工作，４月任职）

　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王燕敏（女，９月离任）
　　　　副秘书长 袁学平（主持工作，９月任职）
张家港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王卫国　（７月任职）

朱兴华（７月离任）
　　　　副主任 於海良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张金珠（９月任职）
查敏智（８月离任）

　　　　副主任 陈红卫

蔡　贤（１０月任职）
黄卫星（１０月任职）
施剑杰（９月离任）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王树生

　中医医院院长 王建春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秦　健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钱永明

　卫生监督所所长 黄卫星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群刚

　妇幼保健所所长 李欣欣（女）

　红十字血站站长 李　浩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张忠良

常熟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朱兴元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魏　奇
　　　　副主任 吴培明

徐晓萍（女）

顾雪坤

钱向前（女）

王志强（７月任职）
　　　　纪检组长 吴培明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陈　波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吴　钢
　中医院（新区医院）院长 唐　键
　卫生监督所所长 金建平

　疾控中心主任 周正元

　血站站长 马　侠
　妇幼保健所所长 罗　英
　急救中心主任 李冠东

太仓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顾　超（３月离任）
邱根生（７月任职）

　　　　副主任 朱　坚
刘　俊
张　英（女）
周　纯（１０月免职）

　　　　党委副书记 李云汉

　　　　纪委书记 施文华

　　　　副主任 俞叶丹（女）

钱军民（１２月任职）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张　瑜
　中医医院院长 顾建华（９月免职）

周　纯（９月任职）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陆忠桃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周振清

　卫生监督所所长 钱胜军

　妇幼保健所所长 李　俊
　卫生培训与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姜纪武

　苏州市中心血站太仓分站站长 谭卫斌

　医疗急救站站长 邱志刚

昆山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陈青林（５月离任）
冯全林（５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时凤英（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潘雪琴（女）

　　　　副主任 张　殿
施　妍（女）
徐文学

刘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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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陈　健
　中医院院长 冯全林（５月离任）

孙东晓（１１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朱士新（３月离任）

顾国强（３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罗晓明

　红十字会血站站长 周惠芳（女）

　妇幼保健所所长 杨文红（女）

　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孙钰根

　急救中心主任 吴福荣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董安君

　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徐瑜华（女）

　卫生计生信息中心主任 金　健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陈建平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强　咏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洪　嵘
　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周建刚

　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周　锋（５月离任）
沈　军（５月任职）

吴江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朱金兆（１１月离任）
沈　宇（１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沈　琼（女）
　　　　副主任 吴卫珍（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夏惠男

　　　　副主任 李根华

孙建民

张群雄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高泉根（８月离任）
沈根海（８月任职）

　江苏盛泽医院院长 胡　寅
　中医医院、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陆　亮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孔菊林（１月离任）

谢坤林（１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谢坤林（１月离任）

孔菊林（１月任职）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管罕英（女）

　苏州市吴江区血站站长 王　巍（女，１１月离任）
李国培（１１月任职）

　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主任 孙春红（女）

　精神康复医院院长 褚玉根

吴中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福林（１１月离任）
陆治平（１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欧阳元

　　　　副局长 徐炜琴（女）

杨　斌（１１月离任）
马小红（女）

张　炜（４月离任）
张晓逸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殷华芬（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钰铭（１１月离任）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陆治平（１２月离任）

杨文忠（１２月任职）
　吴中人民医院院长 王　平
相城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陆建男（１１月离任）

王建军（１１月任职）
　　　　纪委书记 葛巧平（１１月离任）
　　　　副局长 陆惠琴（女）

戴春红（女）

周晓华（６月任职）
尤巧生

　疾控中心主任 周晓华（兼）

　卫生监督所所长 凌群元

　妇幼保健所所长 沈文英（女）

　卫生计生采购管理中心主任 张　军（女）
　医学会会长 顾雪梅（女）

　相城人民医院院长 顾雪梅（女）

姑苏区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钱艳虹（女）

　　　　副局长 邹家宁

王欢英（女）

陆建华

　　　　纪委书记 王　菊（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宓惠宏

　疾控中心主任 金建华

　妇保所所长 章小茗（女，８月离任）
何丽丹（女，８月任职）

　社区卫生管理中心主任 杨东峰

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局长 顾三强

　　　　副局长 冯　彬
　疾病防治中心主任 俞璐刚

　星海医院院长 杨云峰

　星湖医院院长 徐健英

高新区卫生计生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刘寿林（１１月离任）
周咏梅（女，１１月任职）

　　　　党委书记 陈建华

　　　　副局长 朱剑贞（女）

张　耘（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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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航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归国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季建刚

　科技城医院院长 沈　洁
　苏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院长 孙永明

　高新区人民医院院长 梅　冰
（董　川）

南通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王晓敏（女）

　　　　党组书记 葛维先

　　　　副主任 陈宋义

张启芬

　　　　纪检组长 刘乐平（５月免职）
　　　　副主任 顾　锋

曹淞云（８月免职）
胡宁彬

　　　　纪检组长 徐　夏（７月任职）
　　　　副主任 沈俊涛（８月任职）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陈建荣

　中医院院长 施振东

　肿瘤医院院长 强福林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卢红建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蔡卫华

　妇保院院长 陈建华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葛建新

　第六人民医院院长 金琰斐

　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姜声扬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许建军

　卫生监督所所长 羌校君（８月离任）
曹　忠（９月任职）

　急救中心主任 许　诚（１０月任职）
　中心血站站长 严　峰
　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 张振宇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站长 丁志银（１２月任职）
　计划生育协会秘书处秘书长 吕卫东

　卫生信息中心副主任 吴庆华（主持工作）

崇川区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 薛　平（女）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毛　强
　　　　副主任 曹　娟（女）

张　伟
　中西医结合医院（口腔医院）院长 高美琴（女）

　爱卫会主任 陈　俊
港闸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 黄剑波

　　　　副主任 郭汉菊（女）

陈明祥

王建华

钟小牛

蔡芝菊

　卫生监督所所长 黄林森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黄林森

通州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 张武军

　　　　副主任 王颖麒

张　毅
刘伟圣

钱素兵

　　　　副主任、纪检组长 卞玉梅（女）

　　　　副主任 刘永杰

　人民医院院长 陈　建
　中医院院长 曹　杰
　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瞿宝祥

　卫生监督所所长 王国清（６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刘伟圣（２月离任）

仇星煜（２月任职）
　妇幼保健所所长 孙淑娟（女）

　计划生育指导站站长 印向阳

　中心血站通州分站站长 王亚春

　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吴益祥

　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姜燕如（女）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张建新（１２月任职）
　爱卫会主任 樊小燕

海安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吴志梅（女）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张　虎
　　　　副主任 蔡红卫

季永东

陈德祥（１２月任职）
刘晓峰

李传忠

孙瑞根

陈礼柏

　　　　纪检组长 王　云
　人民医院院长 张建平

　中医院院长 朱时林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陆海一

　皮肤病医院院长 徐怀生（１２月转任副科级干部）
仲重阳（１２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万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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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江建平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李建国

　爱卫会主任 翁晓云（女，７月离任）
秦艳秋（女，７月任职）

如皋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郭夕俊（２月任职）
　　　　副主任 张智娟（女）

周咏梅（女）

秦龙银

杨　华（３月离任）
陈　华
陶　亮
王　宁（１月离任）
谢宇晨

康　岚（女）
　　　　纪委书记 万久平（女）

　　　　副主任 吴海燕（女）

谢仁圣

　人民医院院长 朱银圣

　中医院院长 贾　运（３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范昊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沙留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钱志娟（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陆兴华

　南通市红十字血站如皋分站站长 黄九兵

　１２０急救指挥中心主任 冒拥军

　精神病防治医院（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周国兴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康　硕
如东县卫生计生委党工委书记、主任 张旭初

　　　　副主任 陈建权

顾溯溯（女）

　　　　党工委副书记 徐德建

　　　　副主任 缪文龙

　　　　纪工委书记 周晓梅（女）

　　　　副主任 缪卫宏

彭小丽（女）

海门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 王　平
　　　　副主任 陈海平

王晓冬

王永伟

　　　　纪检组长 杨晓华（女）

　　　　副主任 刘　勤
　人民医院院长 吴　杰
　中医院院长 顾自强

　海门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陈卫红（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李建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钱俊华

　妇幼保健所所长 陈和新

　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站长 杜玉琴（女）

启东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沈俊涛（９月调离）
薛　峰（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苏高飞（１１月任职）
　　　　副主任 黄风华（女）

顾东磊（女）

秦海松

　　　　纪委书记 顾蓉玲（女）

　人民医院院长 陆健泉

　中医院院长 樊　健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李伟彬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周　超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丁　逵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袁水香（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沈旭东（９月划归人社局管理）
（蒋银华）

连云港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周　伟（１１月离任）
　　　　主任、党委书记 周　伟（１１月任职）
　　　　党委书记、副主任 周　炜（１１月离任）
　　　　纪检组长 汪　群（女）
　　　　副主任 仲建业

刘宝萍（女）

陈　方
董　青（女）
刘　蓉（女）
陈　志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李小民

　中医院院长 李秀连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杨庆松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施庆喜

　东方医院院长 谈　笑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孟尔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朱磷扬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杨　东
　红十字中心血站站长 李克勤

　急救中心主任 周立君

海州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李松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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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书记 杨泗顺（１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 李松红（女）

　　　　纪检组长 汪　伟（３月任职）
　　　　副局长 杨泗顺（１月离任）

刘　媛（女）
王经建（２月离任）
石林强（２月任职）
薄祥军（１０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李振涛

　卫生监督所所长 朱　卫
　妇幼保健所副所长 吴春林（女，主持工作）

　卫生所所长 汪蓉琴（女）

　消杀站站长 陈爱平

连云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李　菁（女）
　　　　党组书记 程学桃（女，３月离任）

井盛杰（女，３月任职）
　　　　纪检组长 乙　晨
　　　　副局长 李心兵

张　芹（女）
惠永来（３月任职）
张　玲（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赵斯刚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吴安泊

　妇保计生中心主任 范师凤（女）

赣榆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秦泗洲（３月离任）
王维锡（３月任职）

　　　　党委书记 秦泗洲（３月任职）
张宜梅（女，３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 徐　永
　　　　纪检组长 苏启华

　　　　副主任 董　洁
王道江

祁洪山

吴德林

王旭善（３月离任）
李海燕（女）

　人民医院院长 徐宏团

　中医院院长 万延峦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建花（女）

　妇幼保健所所长 董淑洪

　精神病防治院院长 孙克强

东海县卫生计生委主任 朱秀明（１１月离任）
吕　伟（１１月任职）

　　　　党委书记 唐鹏飞

　　　　纪检组长 王柏林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钱　博（１１月任职）
　　　　副主任 石红阳

刘士刚

韩继国

郭根泉（１０月任职）
陆学亲

王成江

衣　昕（挂职）
　人民医院院长 李永坤

　中医院院长 刘春雷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徐宗攀（主持工作）

　妇幼保健所所长 侍建波

　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韩连强（主持工作）

　东海卫校校长 刁杨成

　计生指导站站长 朱颀彦

灌云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王安线

　　　　党委书记 李康军

　　　　党委副书记 张秉红（正科级、１月离任）
侍启忠（正科级）

　　　　纪检组长 胡庆华

　　　　副主任 王步本（正科级）

孙　波（正科级）
陈德忠（１月离任）
王素春（女）

刘锦虎

　人民医院院长 赵建忠

　中医院院长 黄师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孙　波（１２月离任）
朱凤东（１２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姚昌志

　妇幼保健所所长 侯松文（１２月离任）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潘恒柳（１２月任职）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汪建平

　精神病防治院院长 刘志远（３月任职）
　计划生育指导站副站长 吴兆标（主持工作）

灌南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周达华

　　　　党委书记 贾洪凯

　　　　纪检组长 刁建国（１０月离任）
孙树亮（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 王德权

费新军（１０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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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立功

杨　中
李长浩

向庆庆（女，１０月任职）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施　辉
　县医院院长 龚丹青

　中医院院长 卢　峰
　卫生监督所所长 姚书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房维高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朱建中

（罗时宝）

淮安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朱亚文（７月离任）
孙邦贵（７月任职）

　　　　副主任 俞伟男

于龙门

　　　　党委副书记 张其虎

　　　　纪委书记 张　超（４月离任）
过向宏（４月任职）

　　　　副主任 赵国强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孙晓阳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解满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何南江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杨善文

　妇幼保健院院长 钱玲珠（女）

　中医院负责人 孙邦贵（７月离任）
　中医院院长 叶春晖（女，７月任职）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沈雪峰

　中心血站站长 韦丽娟（女）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张　飙
　急救中心主任 周冬兰（女）

　医学会秘书长 俞伟男（兼）

　基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徐　峰
　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 王歆宏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副站长 李春风（女，主持工作）

清江浦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段　波（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 高新梅（女，１２月任职）

庞春年（１２月任职）
包季春（女，１２月任职）
胡林军（１２月任职）

　　　　纪检组长 侯钧容（女，１２月任职）
　　　　副主任 杨绚丽（女，１２月任职）

黄　晖（１２月任职）

袁　宏（女，１２月任职）
　疾控中心主任 李士鸿（１２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孙晓曙（１２月任职）
淮阴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洪　宝
　　　　纪委书记 纪　伟
　　　　副主任 杜希淮

　　　　党委副书记 丁忠玲（女）

　　　　副主任 陈立宝

徐　松
张曙光

谈海杰

　人民医院院长 唐业勤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　进
　卫生监督所所长 谷士春

　妇幼保健所所长 宗　凯
　市口腔医院院长 刘兴平

淮安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胡凤荣（１２月任职）
陈爱军（１２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 卢万兆

严德芦

　　　　副主任 杨卫方

徐　波
　　　　纪委书记 孙晓建

　　　　副主任 纪学中

　肿瘤医院、淮安市楚州医院院长 刘维太

　楚州中医院院长 李　强
　皮肤病防治院院长 杨秀冬

　妇幼保健院院长 周兴春

　卫生监督所所长 范伟峰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朱素芳（女）

金湖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陈　化
　　　　党委副书记 高德真

　　　　副主任 潘莉香

植福堂

丁　玉（女）
董义中

费正清（女）

　　　　纪委书记 何福龙

　人民医院院长 汪　泓
　中医院院长 闵克华

　疾控中心主任 汤卫军

　卫生监督所所长 陈中林

　妇幼保健所所长 王　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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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防站站长 孙道宽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邱进行

盱眙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晓力

　　　　党委副书记 李　坚
姚克志

詹玉春

　　　　副主任 袁守军

王兆勇

梁　祥
干文武

张宗成

陈玉军

胡松柏

许　军
汪仲勇

　　　　纪委书记 殷小红（女）

　人民医院院长 张卫东

　中医院院长 何占德

　妇幼保健所所长 朱定荣

　疾控中心主任 袁守国

　卫生监督所所长 钱丽君

　计生宣传指导站站长 李　英（女）
　精神康复医院院长 葛家亮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赵　兵
　皮肤病防治所所长 龚显珩

洪泽县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周保祥（１月任职，８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 张　彬（８月主持工作）
　　　　纪委书记 李　伟
　　　　副主任 杨　丽（女）

许金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灵机

　人民医院院长 王林森

　中医院院长 王林森

　卫生监督所所长 席黎明

　疾控中心主任 李　栋
　洪泽卫校校长 查友海（５月离任）
　妇幼保健院院长 赵建阁

涟水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笪素菊（女）

　　　　副主任 罗天风

王恒银（３月离任）
周万庆

　　　　纪委书记 施　磊
　　　　副主任 支向军

　人民医院院长 左扬松

　中医院院长 郭　军（４月任职）
王恒银（３月离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成富（兼）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余元怀（４月任职）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沈建国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李军业（１２月离任）
徐大胜（１２月任职）

　妇幼保健所所长 庄　武
　职工医院院长 刘国清（７月离任）
　皮肤病防治所所长 许维清

（董方旭）

盐城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徐　杰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高　定
　　　　副主任 张桂芹（女）

房安银

孙长春

　　　　纪检组长 葛永良（１２月离任）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李大林

　城南医院院长 李大林（兼）　
　卫生监督所所长 严东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沈进进

　中医院院长 崔国静（女）

　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王　正（主持工作）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严建国

　妇幼保健院院长 宋文亚

　口腔医院院长 刘正彤

　急救医疗中心主任 孙宏俊

　中心血站站长 葛健民

　医学会副秘书长 杨益国（主持工作）

　卫生信息中心主任 张昊霆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站长 堵怀东

盐都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蔡金道（４月任职）
　　　　副主任 李志超（４月任职）

张建才（４月任职）
明　芳（女，４月任职）
胡永新（４月任职）
武　晴（女，４月任职）

　　　　纪委书记 汤永昌（４月任职）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单际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李志勇

　卫生监督所所长 孙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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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幼保健所所长 朱建军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马丰林（１０月离任）
　　　　副校长 季　江（主持工作）
　精神病防治院院长 吴少彤

　计划生育指导站站长 吕　梅（女）
　合管办副主任 徐庚祥（主持工作）

　卫生信息中心副主任 孙加富（主持工作）

亭湖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曹　扬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吴锦富

　　　　纪检组长、党委副书记 李　荣
　　　　副主任 李章军

唐国军

吴宏英（女）

董红梅（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季一民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邵玉梅（女）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张　勇
　合作医疗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吴咏隽

　人民医院院长 吴桂奇

东台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崔　海
　　　　副主任 孙卫文（女）

薛中洲

周亚明（女）

周桂娟（女）

陈　张
　　　　纪检组长 赵志耕

　人民医院院长 殷卫国

　中医院院长 雷耀晨

　卫生监督所所长 朱文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忠泽

　妇幼保健院院长 何　雅（女）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何国锋（１０月离任）

杨茂成（１０月任职）
　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 洪　惠（女，主持工作，７月离任）
　　　　院长 洪　惠（女，７月任职）
　合管办（离保办）主任 金先融（８月离任）

张海霞（女，８月任职）
　卫生培训中心副主任 徐斌山（主持工作）

　计生指导站站长 陈晓新（女）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许应林（１２月离任）
段海滨（１２月任职）

　三仓人民医院院长 杨茂成（１０月离任）
周晓祥（１０月任职）

大丰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徐向东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丁　扬
　　　　副主任 李　磊（１月离任）

沙文彪

董迎庆（女，１月离任）
葛　祥（１月离任）
叶海涛

宣维群（１月离任）
朱　慧（女）

　　　　副主任、工委主任 顾亚军（女，１月离任）
　　　　副主任、纪委书记 常春贵

　人民医院院长 柏正群

　中医院院长 陆泳昕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智恒奎

　卫生监督所所长 王琦萍（女，１月离任）
沙文彪（１月兼任）

　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指导所副所长 刘国琴（女，主持工作，１２月任职）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吕　海
射阳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尤春月（女）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沈永华

胡桂林（１２月离任）
　　　　副主任 孙　月（５月离任）

王友东

吴堂正

刘从官

　　　　纪检书记 杨应超

　人民医院院长 袁翠红（女，兼，５月离任）
孙　月（兼，５月任职）

　中医院副院长 夏　平（主持工作）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杨玉清（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顾善儒（１２月离任）
　妇幼保健所所长 朱正文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王　东
　计划生育指导站长 王　永
建湖县卫生计生委主任 朱旭冬

　　　　党委书记 李吉祥

　　　　副主任 陆　霞（女）
李建成（女）

王　锋
夏朋华

　　　　纪检组长 郑素兰（女）

　人民医院院长 王　健
　妇幼保健院院长 陆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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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院院长 周晴华

　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孔祥彦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张国坚

　建阳眼科医院院长 葛正光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王　标
　卫生监督所所长 顾生华

　合管办主任 吴　祥
阜宁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陈其斌

　　　　党委书记 程晓芳（女，１１月离任）
　　　　副主任 张　军

夏诗平（１１月离任）
谢韫华（１１月离任）
徐浦秀（女）

高桂华（１１月离任）
张　静（女）
李一涛（９月离任）
李文杰

　　　　纪检组长 姚满香（９月离任）
陈正洪（１２月任职）

　合管办主任 陈　武
　人民医院院长 王　冰（９月离任）

计成阜（１０月任职）
　中医院院长 张　驹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刘文羽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李　勇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唐文考

　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曹恒军

滨海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葛长宇（１０月离任）
杨　光（１０月任职）

　　　　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谷　峰
杨海河

　　　　副主任 陈社峰

孙　权
　人民医院院长 吴　限
　中医院院长 胡为海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徐黎明

　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 顾善坤

　卫生监督所所长 茆石夫

　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富华（主持工作）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朱昌荣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 鲁美武

响水县卫生计生委主任 李玉彦

　　　　党委书记 刘卫兵（１月离任）

李玉彦（１月任职）
　　　　副主任 孙桂林

张华平（４月离任）
林　林
陈耀楼

黄　萄
　人民医院院长 刘卫兵

　中医院副院长 吴　军（主持工作）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林　林（兼）
　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 程　照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华平（４月离任）
　　　　支部书记 徐云凤（主持工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 何秀华（女，３月离任）
　　　　支部书记 刘昌树（主持工作）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姜春建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陈其峰　
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局长、党委书记 严俭渠（４月离任）

戴亚生（４月任职）
　　　　副局长 陶其翠（女）

　人口计生委主任 杨大森

　　　　副主任 杨维宝

城南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 陈　明
　　　　副局长 宋金妹（女）

（张　华）

扬州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黄为民

　　　　副主任 陈　雷
王　骏
赵国祥

胡彩云（女）

　　　　党委副书记 王　林
　　　　纪委书记 刘　咏
　苏北人民医院院长 王静成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刘歆农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夏少臣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束余声

　妇幼保健院院长 尤传利

　中医院院长 沈雨春（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朱道建

　卫生监督所所长 姚　斌
　妇幼保健所所长 何晓燕（女）

　医学检验中心主任 何　日
　中心血站站长 郭铭华

·１０４·卫生计生界人物



　急救中心主任 徐　捷
　卫生科技信息中心主任 朱正文

　精神卫生防治中心主任 沙维伟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站长 蒋　杰
　爱卫会主任 朱民阳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马家鼎

广陵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徐质然

　　　　党委副书记 沈小亮

　　　　副主任 陶存群

朱冬珍

　　　　纪委书记 朱道明

　　　　副主任 周　峰
陆建国

谢　燕
钱　劲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吴红祥

　卫生监督所所长 吴红祥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杭春明

邗江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刘宏斌

　　　　党委副书记 冀　斌
　　　　副主任 王　健

徐有斌

张长林

赵晓静

范爱华

陈　焱
江建虎

叶奎英

　　　　纪委书记 冀　斌
　卫生监督所所长 龚玉柏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长林

　妇幼保健所所长（计生指导站站长）杭　标
　爱卫会主任 洪　扬（女）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吴　红
江都区卫生计生委主任 陆德川

　　　　党委书记、副主任 张永权

　　　　副主任 许发新

刘　剑（１月离任）
王　瑶（女）

　　　　纪委书记 任明亮

　　　　副主任 马　卉（女）
刘兴兵（６月任职）

　人民医院院长 孙逸山（６月离任）

陆德川（６月任职）
　中医院院长 盛　军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 吴志明

　卫生监督所所长 刘俊杰

　妇幼保健院院长 蔡　坚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蔡　坚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盛其忠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祝　标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盛其忠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嵇仁华

　爱卫会主任 马顺圣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陆德川

仪征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朱　宏（女，３月离任）
蒋朝明（３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方久权

　　　　副主任 唐明亮

周良银

严　华（女）
殷定宽

姚祥林

　人民医院院长 杨　明
　中医院院长 吴祝平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余在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唐明亮

　卫生监督所所长 黄学艺

　妇幼保健所所长 张晓新（女）

　爱卫会主任 赵建芳（女）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赵建芳（女）

高邮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胡朝霞（女）

　　　　副主任 邹建华（女）

王月芳（女）

　　　　纪委书记 吴士来

　　　　副主任 顾永祥

姚松强

姚　慧（女）
　人民医院院长 沈　哲
　中医医院院长 蒋太生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主任 陈维忠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郭开忠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郭开忠

　卫生监督所所长 刘学军

　爱卫会主任 潘学元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马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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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何干成

　　　　副主任 卢立旺

李晓峰（７月任职）
高德忠

沈新华

唐学成（７月离任）
鲁加香（女）

　　　　党委副书记 查爱国

　　　　纪委书记 陆国政（１１月离任）
　　　　副主任 戴红军

　人民医院院长 徐建林（７月离任）
刘立新（７月任职）

　中医医院院长 李国柱

　妇幼保健院（所）院长 张荣善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何海燕

　皮肤病防治院院长 张义海（１１月离任）
张正军（兼，１１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陈志勇

　卫生监督所所长 谢　朗
　爱卫会主任 杨洪国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秦有芳

（朱正文）

镇江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林　枫
　　　　副主任 苏　枫（女）

李文福

　　　　纪委书记 周建华（女）

　　　　副主任 郭　军
孔汉良

邵　教
　　　　党委副书记 章昆明

　　　　副主任 鲍务新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陈德玉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朱　夫
　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柯舜刚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张红光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许文林

　精神卫生中心主任 李国海（１月任职）
　中医院院长 史亚祥

　口腔医院院长 顾红政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 陈　宏（女）
　卫生监督所所长 陈国年

　医疗保险结算中心主任 张正明（４月任职）

　中心血站站长 吴晓晖

　急救中心主任 花长松

　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所所长 刘克坚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站长 孔爱玲（女）

　医学会秘书长 金跃明

　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高　翔（女）
京口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张立明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徐　翔
　　　　副主任 殷文琪（女）

周云鸿

钱俊华

　卫生监督所所长 陈　刚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建敏

　妇幼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 潘晓明（主持工作）

润州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蒋阿喜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夏兴政

　　　　副主任 周志红

赵立军

袁其中

王国文

　卫生监督所所长 吴维康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夏　爱
　妇幼保健所所长 王　军
扬中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周春燕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张贵福

陈太全

　　　　纪委书记 方礼兵

　　　　副主任 吴永忠

朱冠华

朱戊申

施　薇
　　　　副主任、卫生监督所所长 杨国荣（５月任职）
　　　　副主任 贾美红

傅法新（５月离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开祥（５月任职）
　妇幼保健所所长 朱新云（６月任职）
　人民医院院长 朱进华（６月任职）
　中医院院长 何文华（６月任职）
　血站站长 吴晓晖

　爱卫会主任 蔡　萍
丹徒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 孙栋文（７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主任 傅忠宇（７月任职）
　　　　纪委书记 卢建萍（女，７月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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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唐锁荣（７月任职）
朱美良（７月任职）
崔　萍（女，７月任职）

　人民医院院长 黄炳忠

　中医院院长 戴伟忠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殷小宁（３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王　军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和生

　妇幼保健所所长 洪伟中

　卫生进修学校校长 钱慧琴

丹阳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副主任 戈光华（１月离任）
　　　　党委书记 陆中华（１月任职，１０月离任）

杨文军（１０月任职）
　　　　主任 陆中华（１１月离任）

杨文军（１１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 杭国祥

　　　　副主任 景云贺（１月离任）
张明东

王志坤

汤志明

韦炳远

黄荷芳（１月离任）
王　挺
秦兰萍（１月离任）
丁金龙

谢丰羽

　　　　纪委书记 肖　碧
　人民医院院长 林翼金

　中医院院长 卢建平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罗江波

　云阳人民医院院长 马正卫（８月离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志坚

　卫生监督所所长 陈建新

　计划生育指导站站长 钱梅仙（３月任职）
　血站站长 毕　磊
　爱卫会主任 薛军民

句容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叶本强

　　　　党委书记 王灵飞

　　　　副主任 黄　培
文德忠

　　　　纪委书记 文茂根

　　　　副主任 滕　静（女）
吴晓军

朱晓静（女）

王　丽（女）
曾称荣（１０月任职）

　爱卫会主任 贾云亮

　人民医院院长 周　华
　中医院院长 梁本初

　疾控中心主任 刘　敏
　妇保院院长 陆振华

　监督所所长 吴　逸
　皮防所所长 蔡玉军

　计划生育指导站站长 史　娟（女）
　急救站站长 陈达庆

　精神病防治院院长 洪晓雨（兼）

　卫校校长 叶　平

泰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徐洪涛

　　　　副主任 黄立红（女）

周卫兵

杨建国

翟德祥

孙正太

　　　　党委副书记 樊明书（１０月离任）
　　　　纪委书记 王　权
　人民医院院长 朱　莉（女）
　中医院院长 王　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杨建国（兼）

　卫生监督所所长 孙正太（兼）

　妇幼保健所所长 徐生生

　中心血站站长 袁克宇（２月离任）
何　新（２月任职）

　口腔病防治院院长 段义峰（兼）

　急救中心主任 孔旭辉（兼）

　药具站站长 姜晓洁（７月离任）
李　峰（７月任职）

　计生指导所所长 李　峰（７月离任）
靖江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刘灿均

　　　　党委书记 何艳红

　　　　副主任 刘凤云

唐晓勤

王志刚

王　涛
朱亚明

钱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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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副书记 刘灿均

陈曙剑

　　　　纪委书记 丁如松（８月免职）
　爱卫会主任 赵　叶
　医疗集团管理委员会主任 高　峰
　人民医院院长 高　峰
　中医院院长 薛祖洪

　二院院长 包　岗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刘　斌
　卫生监督所所长 陆建华

　妇幼保健所所长 王凌云（女）

　皮肤病防治所所长 陶　钢
　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周晓敏

　血站站长 徐国彬

泰兴市卫生计生委主任、系统党委书记 吴成剑

　　　　副主任 朱　泽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朱　杰
　　　　副主任 唐小丽（女）

耿亚飞

王碧娥（女、１１月离任）
姚根红

邵　泓
黄福生（１２月任职）

　人民医院院长 李文江

　中医院院长 朱　剑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曹　兵（８月任职）
　疾控中心主任 范　敏
　卫生监督所所长 杨　斌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高玮玮（女、１２月任职）
兴化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书记 江义舟

　　　　副主任 韩繁荣

强　俊
张　勤（女）
朱秀慧（女）

刘年蓉（女）

李红顺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韩繁荣

　人民医院院长 张　彤
　中医院院长 沈汉慧（女，１２月离任）

曹恒源（１２月任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孙荣贵

　二院院长 曹恒源

　三院院长 姚　纯

　四院院长 曹德明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丁如硕

　皮肤病性病防治所所长 吴　华
　爱卫会主任 李卫国（８月离任）

黄红旗（８月任职）
高港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陈新兵

　　　　党委副书记 成　旭
　　　　副主任 陈文兰

张树华

　　　　纪委书记 孔书华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陈新兵

　中医院院长 孙建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陆　军
　卫生监督所所长 孙　宏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周　娟
海陵区卫生计生委党工委书记、主任 夏洪根

　　　　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陈静芝（女）

　　　　副主任 束长云

刘桂荣

　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苏百龄

　预防保健办公室主任 李建军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余顺梅

姜堰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沈宇清

　　　　党委书记、副主任 殷玉进

　　　　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单春旺

　　　　副主任 王富楼

陆振豪

丁粉红

杨　勇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陈文德

　中医院院长 钱承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许艳明

　卫生监督所所长 张子平

　皮肤病防治所所长（姜堰区溱湖医院院长）丁杰明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李　师
　卫生职工培训中心主任 缪爱珠

　急诊急救中心主任 秦晓斌

　血站站长 马　文
高新区卫生局局长 邵　骅（１月任职，１１月离任）

（余杏敏）

宿迁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刘仰刚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李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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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程崇高

刘　通
张　勇
展　蕾

　　　　纪委书记 李启旺（３月调离）
徐保明（３月任职）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沈历宗（７月离任）
朱　伟（７月任职）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院长 张荣林

　宿迁卫生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王辉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周新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凤举

　妇幼保健院院长 张志猛

　中心血站站长 王一虎

　公共医疗卫生救护中心副主任 潘　靖（女，１２月任职）
　卫生监督所所长 吴亚明

　医疗卫生事业投资管理中心主任 张　波
　华东医疗康复中心主任 张　超
　医学会秘书长 徐　彬
宿豫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陈　军
　　　　党委副书记 肖玉敏

　　　　副主任 张丽娇（女）

晁先红（女）

丁义军

　　　　纪委书记 陈　辉
　新型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 朱　玲（女）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骆　勇
　卫生监督所所长 吴务平

　妇幼保健所所长 方志全

　卫生事业投资管理中心主任 钱莉莉（女）

　中医院院长 王建彬

　医学会副秘书长 陈　雷（主持工作）
宿城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卜士凯

　　　　副主任 张丽梅（女）

王道政

田　瑞
李华芝

陈茂兰（女）

朱锡玫（女）

　　　　纪委书记 陈海棠（女）

　人民医院院长 张　英
沭阳县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刘　刚
　　　　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董晓雪

　　　　副主任 杜建兵

潘爱军

叶密密（８月任职）
　　　　纪委书记 蒋　洁
泗阳县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葛以权

　　　　副主任 张　楠
陈太和

顾其银

谷士平

胡立彬

陈　彪
　　　　纪委书记 徐宜照

泗洪县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 朱绍中

　　　　副主任 潘合生

　　　　纪委书记 陈家顺

　　　　副主任 石　辉
许彩斌

陶　泽
谭苏洪（女）

蔡　芸（女）
　合管办主任 刘　康
　妇幼保健所所长 许　柯
　卫生监督所所长 付小永

　人民医院院长 高开亮（女）

　分金亭医院院长 胡道虎

　中医院院长 朱冬承

　中心医院院长 朱春明

（田宇松）

·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

【江苏省医学会】

　　会　　长　王咏红（６月任职）
副 会 长　陈亦江　李少冬　阮长耿

刘志红（女）　王学浩　顾晓松
唐金海　韩光曙　史兆荣
刘彦群

秘 书 长　刘彦群（兼）
【江苏省护理学会】

　　理　事　长　霍孝蓉（女，６月任职）
副 理 事 长　许　萍（女）　周　莹（女）

崔　焱（女）　顾则娟（女）
徐旭娟（女）　戴新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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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宏（女）　陈　雁（女）
王海芳（女）　张海林（女）
贡浩凌（女）　张爱琴（女）
王　艳（女）

秘　书　长　吴金凤（女）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

　　名誉会长　郭兴华　胡晓抒　赵勇进
　　　　　王心如　陶开华
会　　长　汪　华
副 会 长　沈洪兵　浦跃朴

吴红辉　李丙军　周明浩
秘 书 长　周明浩（兼）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会 　 长　陈亦江（９月任职）
副 会 长　朱　岷（女）　吴勉华　万祝元

孙志广　张　琪　陆　曙
周　炜　黄亚博

秘 书 长　黄亚博（兼）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会　　长　陈亦江（９月任职）
副 会 长　段金廒　曾庆琪　王佩娟（女）

许家仁　陈延年　葛惠男
张培影　黄亚博

秘 书 长　黄亚博（兼）
【江苏省针灸学会】

　　会　　长　陈亦江（９月任职）
副 会 长　夏有兵　倪光夏　施振东

孙建华　黄亚博
秘 书 长　黄亚博（兼）

【江苏省康复医学会】

　　名誉会长　周士枋　王　虹（女）
　　　　　李瑞炎　华洪兴
会　　长　励建安
副 会 长　张金宏　肖　敏　朱龙英（女）

顾　民　陈　伟（女）　江钟立
杨卫新　祁国阳　沈光宇
许光旭（常务）

秘 书 长　许光旭（兼）
【江苏省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

　　会　　长　周政兴
副 会 长　戚兴锋　邢书博　束一平（女）

方胜昔　徐长江　翟玉祥
张　涛　张孝科　朱雄华
周　炜　李大林

秘 书 长　李家振
【江苏省卫生经济学会】

　　名誉会长　王咏红（女）

会　　长　沈婉兰（女）
副 会 长　王　虹（女）　沈坤荣

冷明祥　沈敏华（女）
　　秘 书 长　陶红滨
【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

　　会　　长　王咏红（女）
副 会 长　兰　青（５月任职）　刘乃丰
董建成

　　秘 书 长　王爱年
【江苏省口腔医学会】

　　名誉会长　胡勤刚
会　　长　王　林
副 会 长　杨建荣　王文梅（女）　闫福华

高美琴　王鹏来　刘正彤
秘 书 长　杨建荣（兼）

【江苏省医院协会】

　　会　　长　黄祖瑚（６月任职）
副 会 长　唐金海　徐开林　张金宏

侯建全　高建林　韩光曙
史兆荣　　滕皋军　于振坤

秘 书 长　徐长江
【江苏省医师协会】

　　会　　长　郭兴华（６月任职）
副 会 长　王　虹（女）　方祝元　徐开林

周明浩　侯建全　高建林
韩光曙　史兆荣　滕皋军
苗　毅

秘 书 长　刘彦群（兼）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名誉会长　姜锡梅（女）
会　　长　沈志洪
副 会 长　王晓芳（女）　方佩英（女）　胡传峰

全钰平　彭宇竹（女）
秘 书 长　王晓芳（女，兼）

【江苏省基层卫生协会】

　　会　　长　夏迎秋
副 会 长　姜　仑　陈永年　陈宋义

陈少颖　虞国良　任晓波
秘 书 长　陈永年（兼）

【江苏省地方病协会】

　　名誉会长　张国义　何天育
会　　长　胡晓抒（３月卸任）
副 会 长　陶长生　葛明宏　周明勇

袁日进　吴红辉
秘 书 长　吴红辉（兼）

【江苏省防痨协会】

　　理 事 长　吴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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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长　王　虹（女）　汪　华
陈　琪（女）　羊海涛

秘 书 长　许卫国
【江苏省麻风防治协会】

　　理 事 长　汪　华（９月卸任）
副理事长　吴红辉（９月卸任）　丁盛清

陈　琪（女）　姜志德　李玉宁
秘 书 长　羊海涛

【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换届）
　　会　　长　陈晓进（女）

副 会 长　金　剑　陈楚光　朱晓军
薛维宇　臧铁柱　邱　菊（女）
夏　跃　郭晓岚（女）占伊扬
石健峰　何　青（女）姜　仑
朱宝立　武　鸣

秘 书 长　武　鸣（兼）
【江苏省输血协会】

　　会　　长　李少冬
副 会 长　张金宏　李新平　孙　俊　唐荣才

蔡旭兵　顾　民　袁　波
秘 书 长　孙　俊（兼）

【江苏省药师协会】

　　理 事 长　孟　玲（女）
副理事长　王广基　朱春燕（女）马传学

缪丽燕（女）葛卫红（女）梁红云

李　丽（女）吕冬梅（女）
秘 书 长　（缺）

【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

　　会　　长　杨定文
副 会 长　胡勤刚（常务）　王　林　邓忠勇

刘建飞　孙建方　何　伦
张金宏（９月卸任）　李　俭（女，９月
卸任）

李昕隆　洪志坚　章宏伟
黄金龙　熊　猛　谭　谦

秘 书 长　汤建平
【江苏省抗癫痫协会】

　　会　　长　杨天明（１０月任职）
副 会 长　王小姗（女）　张颖冬　高志伟

徐建洋　李　岩　孙康健
高觉明　郑　帼（女）

秘 书 长　张　锐（女）
【江苏省卫生监督协会】

　　会　　长　胡晓抒
副 会 长　朱勤虎　浦跃朴　沈洪兵

周　玲（女）　李延平　周明浩

吴　宪　周　炜　潘　惠
徐　杰　王晓敏（女）　李丙军

秘 书 长　周　玲（女，兼）
【江苏省卫生统计研究会】

　　会　　长　张肖敏（女）
副 会 长　陈启光　熊宗　黄京龙

赵永华　沈婉兰　夏一和
王庆富

【江苏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会　　长　周明浩
副 会 长　顾帮朝　陈晓进（女）　葛　均

孙　俊　姜志宽　丁永健
徐　燕（女）

【江苏省人口学会】

　　会　　长　孙燕丽（女）
副 会 长　何小鹏（常务）　王承宽

刘旺洪　朱成荣　徐之顺
秘 书 长　陈国斌

【江苏省计划生育研究会】

　　会　　长　张春延
副 会 长　姜锡梅　王心如　胡娅莉
秘 书 长　（缺）

【江苏省计划生育协会】

　　会　　长　赵　龙
副 会 长　何小鹏　孙燕丽（女）　戴纪生

顾　翔（女）　申晓健　蒋　敏（女）
李晓洲（女）　李玉娟（女）　洪　流
邵　凡

秘 书 长　邵　凡（兼）
（张宜清）

·驻江苏部队卫生系统·

南京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卫生处处长（副师）　李丙军
东部战区空军后勤部卫生处处长　 曹建铭

　　　　副处长　 杭义旺

郭爱民

　　　　计划药材办主任　 唐晓斌

　　　　防疫医疗办主任　 陈继龙

东部战区空军参谋部门诊部主任　 仇永亮

东部战区空军招飞体检队队长　 黄韬韬

空军４５４医院院长　 周　斌
空军４５４医院政委　 李　际
武警江苏省总队后勤部卫生处处长　 王佳楠

武警江苏省总队医院南京分院院长　 夏云昆

　　　　　　　　　　　政治委员　 莫笑赞

·８０４·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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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统计

卫生资源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部门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着力省级综合医改试点，加快构建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大力推进

“健康江苏”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健全服务网络，提升

服务能力，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３２１３５个，比上
年增加２１０个。其中：医院１６７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９１１６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１０５９个。与上年比较，医

院增加９８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２７５个，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减少１８５个。

全省医疗机构３１０３７个，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２４５２８个，占医疗机构总数的７９０３％；营利性医疗机构
６５０９个，占医疗机构总数的２０９７％。医疗机构按经济
类型分，国有３８９５个，占 １２５５％；集体１７２５９个，占
５５６１％；联营 ６３６个，占 ２０５％；私营医疗机构７３３２
个，占２３６２％；其他机构１９１５个，占６１７％。医疗机构
中，公立医疗机构２１１５４个，占６８１６％，较上年减少１０１
个；非公医疗机构９８８３个，占３１８４％，较上年增加４８１
个。医疗机构中，三级医疗机构１５６个，二级医疗机构
３８４个，一级医疗机构６９７个。（见表１）。

表１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３２１３５ ３１９２５

　医院 １６７９ １５８１

　　公立医院 ５２５ ５２５

　　民营医院 １１５４ １０５６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９１１６ ２８８４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２６６０ ２７８２

　　乡镇卫生院 １０３９ １０３３

　　村卫生室 １５４８１ １５３９１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８６３４ ８５３３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０５９ １２４４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１７ １２０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４２ ４４

　　妇幼保健院（所、站） １１０ １０９

　　卫生监督所（中心） １０６ １０８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６０５ ７８９

　其他卫生机构 ２８１ ２５９

　　注：＃系其中数。以下各表同。



　　医院中，公立医院５２５个，民营医院１１５４个。医院
按床位数分：１００张床位以下医院９９３个，１００～１９９张
的医院２６０个，２００～４９９张的医院２２５个，５００～７９９张
的医院８６个，８００张及以上的医院１１５个。８００张及以
上床位医院较上年增加５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２６６０个，乡镇卫生院１０３９个，诊所、卫生所和医务室
８６３４个，村卫生室１５４８１个。

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中，三级妇幼保健院（妇产医

院）１０个，二级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２３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１７个，

卫生监督机构１０６个。
二、卫生人员总量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卫生人员总数达６５４２１０人（包括村
卫生室人员数，下同），与上年比较，增加３５２６５人（增长
５７０％）。卫生人员中：卫生技术人员５１７０６５人，其他
技术人员２５２２０人，管理人员２６３７９人，工勤技能人员
５３０２２人。与上年比较，卫生技术人员增加３００６０人
（增长６１７％），其他技术人员增加４３９６人，管理人员
减少７４９人，工勤技能人员增加３６４９人。

卫生技术人员中：在岗执业（助理）医师２０４６８７人
（其中执业医师１６９９２２人），较上年增加１５４７１人（增长
８１８％），在岗注册护士２２１２０２人，较上年增加１７２０４人
（增长８４３％），在岗药师２７７５９人，较上年增加１３０５人
（增长４９３％），在岗技师２５６８８人，较上年增加１４４７
人（增长５９７％）。（见表２）。

表２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万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６５．４２ ６１．８９

　卫生技术人员 ５１．７１ ４８．７０

　　＃执业（助理）医师 ２０．４７ １８．９２

　　　内：执业医师 １６．９９ １５．７４

　　注册护士 ２２．１２ ２０．４０

　　药师（士） ２．７８ ２．６５

　　技师（士） ２．５７ ２．４２

其他技术人员 ２．５２ ２．０８

管理人员 ２．６４ ２．７１

工勤技能人员 ５．３０ ４．９４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３．２５ ３．４６

　　２０１６年末卫生人员机构分布：医院３９７９３９人（占
６０８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１２８５２人（占 ３２５４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３６５２８人（占５５８％）。
２０１６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２５６人，每千

人口注册护士２７７人。
三、医疗机构床位数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医疗机构床位４４３１００张，其中：医

院床位３５６２２８张（内：公立医院２４８６８１张，民营医院床
位数１０７５４７张），占床位总数的８０３９％；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７７５４６张，占床位总数的１７５０％。与上年比
较，全省医疗机构床位增加２９４８８张，增长 ７１３％，其
中：医院床位增加２７７２８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
加１４１３张。全省每千人口床位数由２０１５年的５１９张
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５４张。（见表３）。

表３　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４４３１００ ４１３６１２

　医院 ３５６２２８ ３２８５００

　　公立医院 ２４８６８１ ２３６１２７

　　民营医院 １０７５４７ ９２３７３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７７５４６ ７６１３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１８４８０ １９４２０

　　乡镇卫生院 ５８７６８ ５６３９６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６４９５ ６５３０

　其他卫生机构 ２８３１ ２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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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一、门诊工作量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５５２１６０１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５８７８３万人次（增长
１０８％）。２０１６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６９０
次。

２０１６年总诊疗人次中，医院２４７５４７１万人次（占
４４８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９１１６３０万人次（占
５２７３％），其他医疗机构１３４４９９万人次（占２４４％）。

２０１６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一级及以下医院）
提供３２４２１４６万次诊疗服务，占全省总诊疗人次的
５８７２％。

２０１６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１９７８２３５万人次（占医
院总诊疗人次的 ７９９１％），民营医院４９７２３６万人次
（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

疗人次达１６０８２６８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０９３万人次。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占诊疗

总量的２９１３％。（见表４）。

表４　全省医疗机构工作量及入院情况
诊疗人次数（万次）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入院人数（万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５５２１６．０１ ５４６２８．１８ １３０９．００ １２１７．５８

　医院 ２４７５４．７１ ２４１２１．８３ １０７７．５８ ９９８．０７

　　公立医院 １９７８２．３５ １９３７０．８４ ８３２．７９ ７７２．７６

　　民营医院 ４９７２．３６ ４７５０．９９ ２４４．７９ ２２５．３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９１１６．３０ ２９２０１．６０ １９８．２２ １９０．４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７７９４．１３ ７８６５．１２ ３４．５９ ３３．３９

　　乡镇卫生院 ８２８８．５６ ８２１６．６３ １６３．３８ １５６．８９

　其他医疗机构 １３４４．９９ １３０４．７５ ３３．２０ ２９．０３

　　二、住院工作量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１３０９万人，比

上年增加９１４２万人（增长７５１％），全省居民年住院
率为１６３７％。
２０１６年入院人数中，医院１０７７５８万人 （占

８２３２％），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１９８２２万 人 （占
１５１４％），其他医疗机构３３２０万人（占 ２５４％）。与
上年比较，医院入院增加７９５１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入院增加７７４万人，其他医疗机构入院增加４１７万

人（见表４）。
２０１６年，公立医院入院人数８３２７９万人（占医院

入院人数的７７２８％），民营医院２４４７９万人（占医院
入院人数的２２７２％）。

三、医师工作负荷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６年医师日均担负
诊疗９３人次，比上年减少０６０人次；平均每个医师每
天担负住院２７床日，比上年减少０１床日。不同级别
医院医师工作负荷均较上年有所下降（见表５）。

表５卫生部门四级综合医院医师日均担负工作量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合　　计 ９．３ ９．９ ２．７ ２．８

省　　属 １２．４ １４．８ ３．４ ３．９

地级市属 ９．１ ９．６ ２．６ ２．７

县级市属 ９．２ ９．７ ２．６ ２．６

县　　属 ７．８ ８．０ ３．２ ３．３

　　四、病床使用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为８２４６％，其

中：医院８７３１％，乡镇卫生院６３５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５１６７％。与上年比较，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降低

０６１个百分点，医院降低１２９个百分点，乡镇卫生院
提高０１４个百分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高１３８个百
分点。

２０１６年，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９３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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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９６日，乡镇卫生院７６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９０日。与上年比较，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比去

年少０２日，医院比去年少０２日，乡镇卫生院与去年
持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去年少０３日（见表６）。

表６　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及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病床使用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总计 ８２．４６ ８３．０７ ９．３ ９．５
　医院 ８７．３１ ８８．６０ ９．６ ９．８
　　＃综合医院 ８８．７２ ８９．６２ ８．８ ９．０
　　中医医院 ８９．６８ ８９．７１ ９．４ ９．６
　　专科医院 ８４．５８ ８６．８８ １３．０ １３．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１．６７ ５０．２９ ９．０ ９．３
　乡镇卫生院 ６３．５９ ６３．４５ ７．６ ７．６
　妇幼保健院（所、站） ８７．１５ ８３．０２ ６．９ ７．３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７０．２５ ５４．９１ ３２．４ ３０．１

基层卫生

一、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２６６０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４４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２１１６个。与上年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减少４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减少１１８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
员３７４２０人，平均每个中心６９人；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

７０２７人，平均每站３３２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
员数比上年减少１４２人，减少０３２％。

二、社区医疗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诊疗６３７３５４
万人次，住院３４５４万人；平均每个中心诊疗１１７２万
人次，住院６３４９３人；医师日均担负１９１０诊疗人次和
０７０住院床日。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诊疗１４２０５９万
人次，平均每站年诊疗６７１３５６人次（见表７）。

表７　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 ５４４ ５４８
　床位数（张） １８１７５ １９０１９
　卫生人员数（人） ３７４２０ ３６８９１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３１４７２ ３１０３９
　　　　 内：执业（助理）医师 １３３３６ １３１１９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６３７３．５４ ６４６２．６１
　入院人数（万人） ３４．５４ ３３．３７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１９．１ １９．７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日） ０．７ ０．７
　　病床使用率（％） ５１．６７ ５０．２９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９．０ ９．３
　社区卫生服务站（个） ２１１６ ２２３４
　　卫生人员（人） ７０２７ ７４１４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２８１５ ２８１５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１４２０．５９ １４０２．５１

　　三、农村卫生服务网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共设乡镇卫生院１０３９个，床位

５８７６８张，卫生人员７９７５５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６６９７１

人）。与上年比较，乡镇卫生院增加 ６个 ，床位增加
２３７２张，卫生人员增加５０５１人（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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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农村乡镇卫生院及医疗服务情况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乡镇卫生院数（个） １０３９ １０３３
床位数（张） ５８７６８ ５６３９６
卫生人员数（人） ７９７５５ ７４７０４
　＃卫生技术人员 ６６９７１ ６２７３３
　内：执业（助理）医师 ３０５４９ ２８２０７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８２９０．５２ ８２１６．６３
入院人数（万人） １６３．３８ １５６．８９
医师每日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１０．９ １１．７
医师每日担负住院床日（日） １．１ １．２
病床使用率（％） ６３．５９ ６３．４５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７．６ ７．６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共设１５４８１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
中，执业（助理）医师１４６２９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３２５２４人，其中乡村医生３１１７９人。与上年比较，村卫生

室增加９０个，执业（助理）医师增加６８６人，乡村医生和
卫生员数有所减少（见表９）。

表９　村卫生室及人员数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村卫生室数（个） １５４８１ １５３９１
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４８４１７ ４９６５０
　执业（助理）医师数 １４６２９ １３９４３
　注册护士数 １２６４ １０９２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３２５２４ ３４６１５

　　四、农村医疗服务
２０１６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住院人数均有所增

加。诊疗人次由２０１５年的８２１６６３万人次增加到２０１６
年的８２９０５２万人次，住院人数２０１５年为１５６８９万人，
２０１６年为１６３３８万人；医师日均担负１０９诊疗人次和
１１个住院床日；病床使用率６３５９％，出院者平均住院
日７６天。
２０１６年，村卫生室诊疗量９１４５７２万人次，比上年

减少２１１８８万人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量５９０８

人次。

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有５９个统筹地区开展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３３９５２７万人，参合率为
９９９０％。全省人均筹资达到５８８元，其中政府补助人
均４５１元。２０１６年，基本医疗补偿人次１４１１２０５万人
次，其中２０类重大疾病保障年内补偿 １７０３万人次。
所有新农合统筹地区全面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共有

１７０１万人次获得补偿（见表１０）。

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参合人口数（万人） ３３９５．２７ ３９９７
参合率（％） ９９．９０ ９９．９３
人均筹资（元） ５８８ ５１６
基本医疗补偿人次（万） １４１１２．０５ １７０２９．４３
２０类重大疾病补偿人次（万） １７．０３ １７．０３
大病保险补偿人次（万） １７．０１ ２５．０１

中医服务

一、中医类机构、床位及人员数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共有１１１所中医医院，２７所中西医
结合医院，其中，三级３５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４所），二
级６２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９所），一级２１所（中西医结
合医院６所）；公立９０所，民营４８所；全省共有中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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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部１５１所（其中民营１３５所）；中医类诊所１１６５所
（其中民营１１３２所）。全省中医类医疗机构１４５４个，较
上年增加１１４个，增长８５１％，占全省医疗机构总数的
４６８％。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中医类医院房屋建筑面积３９８６７
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 ５９８％，其中业务用房面积
３４６１３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７６２％。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中医类医院实有床位５０１１０张（其
中民营机构５８２９张），较上年增加３２３６张，增长
６９０％。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床位５２３８张，
较上年增加５０８张，增长１０７４％。中医床位占全省实

有床位数的１２４９％。全省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０６９
张（其中每千人口民营机构中医床位００７张），较上年
增加００５张。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中医药人员数达３０９０１人（其中民

营机构７３９５人），比上年增加２９９３人（增长１０７２％）。
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２４１２８人（其中民营机构
５８２０人），比上年增加２６５６人（增长１２３７％）；中药师
６０１６人（其中民营机构１３９８人），比上年增加 １７５人
（增长３％）。全省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０３０人（其中民营机构００９人），比上年增加００３人
（见表１１）。

表１１　全省中医药人员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中医药人员数（人） ３０９０１ ２７９０８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２４１２８ ２１４７２
　见习中医师 ７５７ ５９５
　中药师 ６０１６ ５８４１
同类人员占比（％）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１１．７９ １１．３５
　见习中医师 ７．２４ ４．１８
　中药师 ２１．６７ ２２．０８

　　二、中医医疗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类医院提供４６６７６４万诊疗人次

（其中民营２８３５８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３３５％，
占全省医院诊疗人次１８８６％；中医门诊部提供１１３４１
万诊疗人次（其中民营９３３５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
长１４３９％；中医诊所提供３６１３７万诊疗人次（其中民
营３４１１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７８４％；其他医疗
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提供１６２０９７万诊疗人次，较上年
增长１１２％。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入院人数 １６３６４万人

（其中民营中医院１５５８万人），较上年增长７６２％，占
全省医院总入院人数１５１９％。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出院人数 １６３２５万人

（其中民营中医院１５５６万人），较上年增长７５１％；其
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出院人数１１８９万人，较上
年增长１３８３％。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医师日均担负门诊人次９６

个（其中公立中医医院９７个，民营中医医院７５个），
比上年减少０７个；中西医结合医院８２个（其中公立
中西医结合医院８６个，民营中西医结合医院６３个），

比上年减少０５个。医师日均负担住院床日中医医院
２２床日（其中公立２２床日，民营２４床日），比上年
减少０１个；中西医结合医院１８床日（其中公立１８
床日，民营１９床日）比上年减少０１个。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病床使用率为８９６８％（其

中公立９０９９％，民营７６２１％），比上年减少００３％；中
西医结合医院为 ７９２８％（其中公立 ８３６８％，民营
６３６７％），比上年增加０２４％。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９４１
日（其中公立 ９５日，民营 ８２日），较上年减少 ０１４
日；中西医结合医院为９０６日（其中公立９２日，民营
８５日），较上年减少０２９日。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患者门诊次均费用 ２４８３
元（其中公立 ２５０１元，民营 ２０９４元），比上年增加
１１２元；中西医结合医院为２５７１元（其中公立２５７４
元，民营２５４５元），比上年增加７５元。住院病人人均
医疗费用中医医院９１６３８元（其中公立９４１９８元，民
营６３５２７元），比上年增加２４１２元；中西医结合医院
为１０１５４２元（其中公立１１３０４３元，民营５２６１９元），
比上年减少１８５４元。

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一、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１７个，其
中：省级１个、市级１３个、县（市、区）级９９个；有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人员７９５６人，其中：省级４８７人，市级中心
平均１５００８人、县（市、区）级中心平均５４５６人。２０１６
年末，全省有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４２个，有卫生人
员１５０７人。２０１６年末，全省每千人口疾病预防控制人
员数为０１２人。

二、传染病报告发病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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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９１３８０例，
死亡４０６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肺结
核、梅毒、病毒性肝炎、淋病、痢疾，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

发病总数的９３５４％；报告死亡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

为：艾滋病、肺结核、狂犬病，占报告死亡总数的

９０１５％。（见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１４５６／

１０万，死亡率为０５１／１０万。
表１２　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合计 ９１３８０ ９８８９９ ４０６ ３３９
鼠疫 ０ ０ ０ ０
霍乱 ６ ２ ０ ０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０ ０ ０ ０
艾滋病 １６１２ １５７６ ２２６ １８４
病毒性肝炎 ２２７００ ２３５１８ ５ １０
脊髓灰质炎 ０ ０ ０ ０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０ １ ０ １
麻疹 ７５０ ４５３３ ０ １
流行性出血热 ３３０ ２２１ ８ ５
狂犬病 ４４ ３４ ４４ ３４
流行性乙型脑炎 １４ ４ ０ ０
登革热 １６ ６ ０ ０
炭疽 ０ ０ ０ ０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３２３４ ３９００ ０ ０
肺结核 ２８６５５ ３１４５６ ９６ ９２
伤寒和副伤寒 ３１７ １５６ ０ ０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４ ４ ０ ０
百日咳 １４ ３３ ０ ０
白喉 ０ ０ ０ ０
新生儿破伤风 ２ ５ ０ ０
猩红热 ２２３５ ３２６７ ０ ０
布鲁氏菌病 １４３ ７９ ０ ０
淋病 ７２０３ ６０９０ ０ ０
梅毒 ２３６８８ ２３５９４ １ １
钩端螺旋体病 ０ ０ ０ ０
血吸虫病 ４ ２ ０ ０
疟疾 ３０６ ４０２ ０ ０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 １０３ １６ ２６ １１

　　２０１６年，全省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１８３７８９例，死
亡１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流行性感冒，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

病总数的９６９７％（见表１３）。
２０１６年，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２３０４２／１０

万，死亡率为０００１３／１０万。

表１３　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合计 １８３７８９ １２１３３６ １ １
流行性感冒 ５２１８ ４１０２ ０ １
流行性腮腺炎 ５０３８ ５９９０ ０ ０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３４０ ４０４ ０ ０
麻风病 ５ ９ ０ ０
斑疹伤寒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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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病名
发病例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风疹 １７３ ５１５ ０ ０
黑热病 １ ０ ０ ０
包虫病 ６ ５ ０ ０
丝虫病 ０ ０ ０ ０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 １５４１４ １５２４８ ０ ０
手足口病 １５７５９４ ９５０６３ １ ０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死亡
２０１６年，全省累计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１２９起，

报告病例４０９８人，死亡１人。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报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和病例数分别增加 ５１８％和
５８５％。

四、预防接种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报告接种疫苗２２６２万剂次，共报告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１０６７例，报告发生率４７２／１０万剂
次，以过敏性皮疹为主，其中属于严重异常反应的有２７
例（报告发生率为０１２／１０万剂次）；偶合症４９例；接种
事故０例；心因性反应０例。全省未监测到群体性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件，也未发现疫苗质量事故。

五、血吸虫病防治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县（市、区）６４
个；累计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的县（市、区）１６个，达
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的县（市、区）６１个，达到血吸
虫病传播控制标准的县（市、区）６４个；年底实有病人
２５８３人，比上年减少１８０人；年内治疗病人８６４人次，

扩大化疗５７６１人次。
六、疟疾防治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疟疾防治工作县（市、区）９６个，累
计达到消除疟疾标准的县（市、区）９６个，全省已连续５
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年内报告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

３０７例，无死亡病例。
七、地方病防治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县（市、区）９４
个，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为９６１％，现症病人５人（Ⅱ
度以上甲肿）。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防治工作县

（市、区）２６个，氟骨症病人１３０８万人。
八、居民死因顺位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前十位的死因为：恶性肿瘤、脑
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

养和代谢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

系统疾病、精神和行为障碍，前十位死因合计占死亡总

数的９５４７％，其中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占
死亡总数的８７４０％（见表１４）。

表１４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前十位死亡原因构成

顺位

男性

死亡原因

（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

（１／１０万）
构成

（％）

女性

死亡原因

（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

（１／１０万）
构成

（％）

男女合计

死亡原因

（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

（１／１０万）
构成

（％）

１ 恶性肿瘤 ２５６．２１ ３４．６７ 脑血管病 １４８．６３ ２４．０１ 恶性肿瘤 ２０２．３７ ２９．７８

２ 脑血管病 １４８．６６ ２０．１２ 恶性肿瘤 １４７．４４ ２３．８２ 脑血管病 １４８．６４ ２１．８７

３ 心脏病 ９８．９８ １３．３９ 心脏病 １０９．４９ １７．６９ 心脏病 １０４．１８ １５．３３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９２．０８ １２．４６ 呼吸系统疾病 ７６．８０ １２．４１ 呼吸系统疾病 ８４．５１ １２．４４

５ 损伤和中毒 ６３．０８ ８．５４ 损伤和中毒 ４４．８９ ７．２５ 损伤和中毒 ５４．０８ ７．９６

６
内分泌、营养和

代谢疾病
１６．４５ ２．２３

内分泌、营养和

代谢疾病
２３．４０ ３．７８

内分泌、营养和

代谢疾病
１９．８９ ２．９３

７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２．１１ １．６４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４．０７ ２．２７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２．７５ １．８８

８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１．４６ １．５５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０．５１ １．７０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１．３２ １．６７

９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７．０９ ０．９６ 精神和行为障碍 ６．０１ ０．９７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６．０３ ０．８９

１０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５．９８ ０．８１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４．９４ ０．８０ 精神和行为障碍 ４．８８ ０．７２

前十位死因合计 ７１２．１０ ９６．３７ 前十位死因合计 ５８６．１８ ９４．７０ 前十位死因合计 ６４８．６５ ９５．４７

　　九、严重精神障碍防治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在册患者

为３１５５４１人，在册患者检出率为３９６‰；按照《严重精
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２０１２年版）》和国家基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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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项目的要求，纳入管理 的患者为２９５６７０人，患者管理率为９３７０％（见表１５）。

表１５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分类构成
疾病诊断 患者人数 构成（％）

精神分裂症 ２１２７２９ ６７．４２
偏执性精神病 ２６２２ ０．８３
分裂性情感障碍 ８１７７ ２．５９
双相（情感）障碍 ３３１９９ １０．５２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１５３８４ ４．８８
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 ４３４３０ １３．７６
合计 ３１５５４１ １００

　　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２０１６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

准提高到５０元以上，全省平均达到５７元，服务内容扩

大到１２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明显提高。

爱国卫生

一、农村改厕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农村卫生户厕１５０６２８万
座，卫生户厕普及率９７１５％；其中累计建成农村无害
化卫生户厕１４０９８１万座，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９０９３％。２０１６年新增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４１４１万
座。

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

２０１６年全省水质监测覆盖所有集中供水城乡地
区，共监测集中供水水厂３４６０座，其中城市水厂 １３２
座，农村水厂３３２８座。城乡生活饮用水总合格率
８８４％，与上年比较提高６４％。其中城市生活饮用水

合格率９７２％，农村生活饮用水合格率８５５％，与上年
比较分别提高７７％和５３％。

三、卫生创建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已建成国家卫生城市３０个、国家
卫生乡镇（县城）１６７个、江苏省卫生城市４个、江苏省
卫生县城９个、江苏省卫生乡镇２２４个、江苏省卫生村
６４４８个。与上年比较，新增江苏省卫生县城２个、江苏
省卫生乡镇４１个、江苏省卫生村６８１个。

四、健康教育与促进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１８８６％。其中健
康知识知晓率７２１２％，行为形成率６１８３％。全省建
成健康主题公园５１４个，健康小屋１５３０个，健康一条街
２４２条，健康步道１４２４条，健康食堂１２５４个，健康餐厅
１００４个，健康促进学校３５９２座。

妇幼卫生

一、妇幼保健服务

２０１６年，孕产妇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分别为
９８９３％和９８０２％，与上年比较，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

视率均稳定在 ９８％以上；住院分娩率为 １００％（城市
１００％，农村１００％），稳定在１０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达９６０６％，与上年比较，稳定在９６％以上；３岁以下儿
童系统管理率９６２３％，与上年比较，稳定在９６％以上
（见表１６）。

表１６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情况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产前检查率（％） ９８．９３ ９９．８４

产后访视率（％） ９８．０２ ９８．２９

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城市（％）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农村（％）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６．０６ ９６．９２

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６．２３ ９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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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２０１６年，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４１３‰，其中城市

４３４‰、农村 ３５８‰；婴儿死亡率 ３０５‰，其中城市
３１８‰、农村２６８‰；新生儿死亡率１６５‰，其中城市
１６５‰、农村１６５‰。与上年相比，全省５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分别下降了

４６２％、７５８％和１５３８％。
三、孕产妇死亡率

２０１６年，孕产妇死亡率为 ４４７／１０万，其中城市

４１５／１０万、农村５３５／１０万。与上年相比，全省孕产妇
死亡率下降了３６６％。

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项目

全省所有县（市、区）全部进入国家级试点。２０１６
年，全省共为５７７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１００％。筛查出
的高风险人群全部获得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治疗转诊

等服务，落实了孕前预防措施，有效降低了出生缺陷的

发生风险。

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

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２０１６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已覆盖１００％县级
行政区域。食品污染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监测食品包括

粮食、蔬菜、水果、肉与肉制品等 １３大类，总样本９３３０
份，监测项目包括食品中有害因素、生物毒素、农药残

留、有机污染物、食品添加剂、致病菌、寄生虫、病毒以及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等２１２个项目。食品放射
性污染监测食品包括生鲜牛乳、奶粉、蔬菜、茶叶、粮食

作物、肉类、水产品、水果、干果炒货、水等１０类样品，总
样本５４９份。全省设置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３８０
家，采集并检测病例标本１０５９５份。

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公共场所１１５６万个，从业人员６８６
万人，持健康合格证明人数占９９１１％。各地卫生行政
部门和监督机构共对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

１４７９万户次，检查合格率为９９８％，依法查处案件７２２
件，结案７０９件。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１２０１个，从业人

员８９７８人。开展生活饮用水经常性卫生监督３７６４户
次，对７６９家涉及饮用水卫生产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
查，依法查处案件２２件，结案２１件。

四、消毒产品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３５８个，从业人员
５５３３人。开展消毒产品经常性卫生监督１０５９户次，共
抽检消毒产品４０５个批次，依法查处案件２７件，结案２７
件。

五、学校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监督检查学校４９１４所，９９３５％的
学校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依法查处案件４１件，
结案４１件。

六、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职业卫生技术机构２１６个，放射诊疗
机构３４０６家，放射工作人员１９７万人，依法查处案件
４３件，结案４３件。

七、医疗服务和传染病防治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依法查处案
件２６８件，结案 ２６０件。依法查处无证行医案件 ７７１
件。开展传染病防治监管，依法查处案件１６２件，结案
１５８件。

无偿献血及采供血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一般血站１４个，其中血液中心 ２
个、中心血站１２个，中心血站分站１３个。单采血浆站２
个。

２０１６年，全省接受无偿献全血９７６万人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６９０％；无偿献机采血小板８６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增长４３７％；采集全血总量１４０４９９０单位，较
去年同期增长３８８％；采集机采血小板１４２２５３治疗量，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０８％。常住人口每千人献血率为
１１５９。基本满足医疗用血需求，继续保持了无偿献血
占临床用血１００％，自愿无偿献血１００％，无偿捐献采血
小板１００％。

医疗卫生机构支出与资产

一、支出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达到２４２５５６亿
元，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２６６７３亿元，增长１２３６％。

二、资产总额

２０１６年，全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资产２７６８８５亿
元，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１３４９７亿元，增长５１２％。其中，卫
生行政部门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资产２２３２２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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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医药费用

一、门诊和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６年，门诊患者人均

医疗费用２６３３０元，比上年增加１５３元，增长６１７％；
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１２２０３０元，比上年增加３７２２
元，增长３１５％（见表１７）。

表１７　卫生部门综合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

２０１６年

费用（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２０１５年

费用（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门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 ２６３．３ ６．１７ ３．７８ ２４８．０ ６．４８ ４．７０

其中：药费 １１３．７ －０．７９ －３．０２ １１４．６ ４．３７ ２．６３

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 １２２０３．０ ３．１５ ０．８３ １１８３０．８ ５．３０ ３．５４

其中：药费 ４４２１．７ －６．９１ －９．００ ４７５０．０ ２．６７ ０．９６

　　２０１６年物价指数１０２３％。

　　二、药费占医疗费用比重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６年，门诊患者人均

医疗费中，药费为１１３７元，占４３１８％；与上年相比，药
费减少０９元，占比降低３０３个百分点。住院患者人

均医疗费中，药费为４４２１７元，占 ３６２３％；与上年相
比，药费减少３２８３元，占比降低３９２个百分点（见表
１７）。

计划生育

一、全面两孩政策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全面两孩政策在全省全面实施。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办理生育登记７５９８万件，办理再生育
审批１２３２６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政策效应
初步显现。

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２０１６年，全省为流动人口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
务登记２１３５４人次，为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免费计划
生育基本公共服务（技术）２２７５４人次。

三、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为１４８６６万名群众发放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１４２７亿元；为９１万名群众
发放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６２２亿元。

　　注解
（１）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机构。

（２）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办的医院
（含政府办医院）。

（３）民营医院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医院，包括联
营、股份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

所（医务室）。

（５）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

心（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机构。

（６）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
民族医的医院、门诊部、诊所及科研机构。

（７）卫生人员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
员、其他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职

工数统计，包括在编、合同制、返聘和临聘半年以上人

员。

（８）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
士、药师（士）、技师（士）、卫生监督员（含公务员中取得

卫生监督员证书的人数）、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９）执业（助理）医师指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实际
从事临床工作的人员，不含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但实际从

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１０）注册护士指取得注册护士证书且实际从事护
理工作的人员，不含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但实际从事管理

工作的人员。

（１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
数、注册护士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按常住人口计算。

·９１４·卫生计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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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６．
９８

２９
９

１５
１

３２
．８

２８
０．
６

７６
．８
９

８．
４

S
T

H

６２
６．
８４

１．
７２

５５
７．
３４

５２
５．
８９

２０
７

２３
５

３１
．５

３２
４．
５

８８
．９
１

９．
７

U
V

H

９４
３．
７２

２．
５９

７３
９．
０３

７２
２．
２６

５５
６

１１
４０

３２
．５

２８
５．
８

７８
．３
１

８．
６

W
L

H

５４
９．
１５

１．
５０

４８
１．
２８

４７
２．
０７

１８
６

８３
７

３２
．４

３１
９．
９

８７
．６
４

９．
７

X
Y

H

３８
６．
５０

１．
０６

３０
９．
９２

２９
８．
１３

１７
７

２１
０

２９
．４

２９
２．
７

８０
．１
８

９．
６

Z
L

H

５８
３．
０３

１．
６０

５０
３．
２６

４９
３．
８５

１６
１

１１
３４
３

３２
．３

３１
５．
１

８６
．３
２

９．
６

[
\

H

８８
４．
７７

２．
４２

６７
０．
５６

６２
７．
６２

６６
１

６６
３２
．８

２７
６．
６

７５
．７
９

７．
９

·１３４·卫生计生统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综合医院工作效率

医院级别 年份
医生日均担负

诊疗人次 住院床日

医师人均年业
务收入（万元）

病床使用
率（％）

平均住
院日（日）

医院合计 ２０１０ ９．０９ ２．８０ １２９．２６ １０７．８２ １０．８３
２０１１ ９．４６ ２．８８ １４７．５４ １０４．０５ １０．５１
２０１２ ９．６４ ２．８５ １６０．０４ １０２．５９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３ ９．８０ ２．８８ １７３．５９ １０１．４９ ９．８９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７ ２．９１ １８９．１０ １００．８０ ９．５２
２０１５ ９．９０ ２．８２ １９８．０２ ９９．３８ ９．２２
２０１６ ９．３１ ２．７２ ２０１．３２ ９８．８４ ８．９６

省属 ２０１０ １２．０８ ３．０６ ２１０．０２ １１０．４９ １２．１１
２０１１ １２．３１ ３．１３ ２４１．３０ １０８．１５ １１．５４
２０１２ １３．２６ ３．１７ ２７８．７１ １０９．１４ １０．８７
２０１３ １２．８５ ３．２８ ２９３．２５ １０９．４４ １０．４９
２０１４ １４．１４ ３．６２ ３６０．３５ １０９．１１ ９．９０
２０１５ １４．８３ ３．８６ ４０６．６７ １１０．０３ ９．６８
２０１６ １２．３６ ３．３９ ３７７．０１ １０９．１０ ９．１５

省辖市属 ２０１０ ９．１１ ２．７７ １４０．３８ １０８．３５ １２．０９
２０１１ ９．４１ ２．７６ １５７．１９ １０４．１７ １１．５６
２０１２ ９．６４ ２．７５ １７３．５６ １０７．１０ １０．９２
２０１３ ９．７７ ２．７５ １８９．４８ １０１．９９ １０．５２
２０１４ ９．９８ ２．８５ ２１０．９２ １０４．５６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５ ９．６１ ２．６７ ２１５．６８ １００．８７ ９．５６
２０１６ ９．１３ ２．６３ ２２５．４９ ９８．８１ ９．２２

县级市（区）属 ２０１０ ８．９４ ２．６６ １１１．５０ １０６．６０ １０．１６
２０１１ ９．２４ ２．７８ １２７．２７ １０３．３７ １０．０８
２０１２ ９．３４ ２．７２ １３４．４２ ９９．２８ ９．９４
２０１３ ９．６１ ２．７５ １４４．０３ ９９．４９ ９．６２
２０１４ ９．７０ ２．７０ １５１．１７ ９７．４８ ９．２５
２０１５ ９．６９ ２．６４ １５７．７３ ９６．４０ ９．１２
２０１６ ９．１６ ２．５６ １５７．２８ ９７．２４ ８．９２

县属 ２０１０ ７．４６ ３．１５ ９８．７８ １０８．０８ ９．３７
２０１１ ８．３６ ３．３８ １２０．５５ １０３．０７ ９．０９
２０１２ ８．１７ ３．３７ １２９．８０ ９８．７３ ８．９９
２０１３ ７．９８ ３．４０ １３８．７１ １００．５０ ９．０１
２０１４ ８．６６ ３．４６ １５２．０３ ９６．９３ ８．５８
２０１５ ８．０２ ３．２６ １５５．７６ ９７．５５ ８．３３
２０１６ ７．７７ ３．１８ １６０．５１ ９５．７９ ８．３０

２０１６年各地区医院医生人均担负工作量

地　区
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

合计 公立 民营

医生人均每日担负住院床日

合计 公立 民营

总　计 ８．８６ ９．２４ ７．６２ ２．６３ ２．６５ ２．６０
苏　南 １０．１４ １０．７１ ７．４２ ２．４７ ２．４１ ２．７９
苏　北 ７．４８ ７．３４ ７．２２ ２．８９ ３．０６ ２．３０
苏　中 ７．２４ ７．２５ ７．２２ ２．６７ ２．７８ ２．３０
南京市 １０．５７ １１．２５ ７．１ ２．２６ ２．３３ １．８８
无锡市 ９．４８ １０．０１ ７．１ ２．４１ ２．４３ ２．３２
徐州市 ８．２６ ８．６２ ６．０ ３．４６ ３．６３ ２．３７
常州市 ７．３８ ７．６８ ４．５ ２．５９ ２．６６ １．９６
苏州市 １１．５２ １２．５２ ８．３ ２．７４ ２．４１ ３．８２
南通市 ７．２４ ６．９３ ８．０ ２．７３ ２．９２ ２．３０
连云港市 ５．６６ ５．６３ ５．７ ２．２７ ２．２５ ２．３１
淮安市 ６．４１ ６．６１ ４．８ ３．１０ ３．１９ ２．４０
盐城市 ７．４４ ７．５１ ７．２ ２．６８ ２．７９ ２．３９
扬州市 ７．７８ ８．２０ ６．５ ２．７３ ２．８８ ２．２７
镇江市 ９．９８ １０．１１ ８．２ ２．１３ ２．１０ ２．５３
泰州市 ６．９４ ７．１２ ４．９ ２．５２ ２．５３ ２．４２
宿迁市 ８．６４ ４．１４ ９．１ ２．５５ １．３７ ２．６７

·２３４·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年 医疗卫生机构资产与负债（按经济类型—主办单位—地区分）

总资产
（万元）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负债（万元） 净资产（万元）

总　计 ２７６８８５２６．５ １１９５８６５５．１ １５７２９８７１．４ １２７４７５７０．２ １４９４０９５６．３

按经济类型分

公立 ２３６９６３９１．０ １０３９３７３２．４ １３３０２６５８．６ １０４３５２３１．６ １３２６１１５９．４

　其中：国有 ２０７４６３６５．４ ９１２２３１３．７ １１６２４０５１．７ ９３９１７６０．７ １１３５４６０４．７

非公立 ３９９２１３５．５ １５６４９２２．７ ２４２７２１２．８ ２３１２３３８．６ １６７９７９６．９

　其中：私营 ２１８６８８８．６ ８５９６９９．５ １３２７１８９．１ １２４０９８３．１ ９４５９０５．５

按主办单位分

　政府办 ２３１０８８０９．６ １０１０６４６８．１ １３００２３４１．５ １０１５２６３７．７ １２９５６１７１．９

　　　其中：卫生部门 ２２３２２８８４．７ ９７６４６８４．０ １２５５８２００．７ ９９５２０９０．１ １２３７０７９４．６

　社会办 ２３０３０１２．５ ９７０２４５．７ １３３２７６６．８ １３４８８２８．５ ９５４１８４．０

　个人办 ２２７６７０４．４ ８８１９４１．３ １３９４７６３．１ １２４６１０４．０ １０３０６００．４

按地区分

　南京市 ４３７９３７３．８ １９４９７８６．９ ２４２９５８６．９ ２０５１９５２．４ ２３２７４２１．４

　无锡市 ２４７３６０８．４ １１１６４８６．０ １３５７１２２．４ ９９６３８６．４ １４７７２２２．０

　徐州市 ２８２８２９１．９ １３８６０９０．６ １４４２２０１．３ １２７１３４７．１ １５５６９４４．８

　常州市 ２００７７３０．１ ７９８８８６．６ １２０８８４３．５ ９７７３３６．５ １０３０３９３．６

　苏州市 ３８０３７９６．９ １３８８７８９．６ ２４１５００７．３ １７６９５８９．７ ２０３４２０７．２

　南通市 ２５４２１７９．７ １３９７４６７．８ １１４４７１１．９ １００６４９８．４ １５３５６８１．３

　连云港市 １０９２１１７．４ ３７２７２３．８ ７１９３９３．６ ５７５５６９．１ ５１６５４８．３

　淮安市 １２６９５０８．２ ５４９４９０．２ ７２００１８．０ ５５９１８１．８ ７１０３２６．４

　盐城市 １８１６０３７．０ ７８１７９９．０ １０３４２３８．０ ９７６０６９．６ ８３９９６７．４

　扬州市 １２３８１７３．０ ４９９０１７．８ ７３９１５５．２ ５３２６７３．１ ７０５４９９．９

　镇江市 １１６９４０６．７ ４０３８５１．８ ７６５５５４．９ ５５３９７４．０ ６１５４３２．７

　泰州市 １６６０４９０．６ ７７７５３２．８ ８８２９５７．８ ７４２６８６．０ ９１７８０４．６

　宿迁市 １４０７８１２．８ ５３６７３２．２ ８７１０８０．６ ７３４３０６．１ ６７３５０６．７

·３３４·卫生计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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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索引

使　用　说　明

　　１、本索引采用自由词标引。
２、所有自由词均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３、自由词后面的数字为“年：页码”。如“１７：６２，１２３”，意为２０１７年《江苏卫生计生年鉴》第６２、１２３页。

１２３２０ ２０１７：８１
!!!!!!!!!!!!!!!!

以下各行页号均加“１７：”

Ａ

艾滋病 ８４
!!!!!!!!!!!!!!!!!!!

爱国卫生 ９２，４１７
!!!!!!!!!!!!!!!!

爱婴医院 １１８
!!!!!!!!!!!!!!!!!

安全 ６８
!!!!!!!!!!!!!!!!!!!!

案卷 ７４
!!!!!!!!!!!!!!!!!!!!

Ｂ

办理 ６７，１５０
!!!!!!!!!!!!!!!!!!

包虫病 ９１
!!!!!!!!!!!!!!!!!!!

保卫 ６８
!!!!!!!!!!!!!!!!!!!!

保障 ６７，１２４
!!!!!!!!!!!!!!!!!!

报告团 １３１
!!!!!!!!!!!!!!!!!!

避孕 １１７
!!!!!!!!!!!!!!!!!!!

便民服务 ８１
!!!!!!!!!!!!!!!!!!

标兵 １４５
!!!!!!!!!!!!!!!!!!!

标准 １１９
!!!!!!!!!!!!!!!!!!!

表彰 １９，１４７
!!!!!!!!!!!!!!!!!!

病媒生物 ９４
!!!!!!!!!!!!!!!!!!

补偿 ８７
!!!!!!!!!!!!!!!!!!!!

不良反应 １１７
!!!!!!!!!!!!!!!!!

部队卫生 ３５９，４０８
!!!!!!!!!!!!!!!

Ｃ

财务 １７，７０
!!!!!!!!!!!!!!!!!!

采访 １３１
!!!!!!!!!!!!!!!!!!!

采供血 ４１８
!!!!!!!!!!!!!!!!!!

常州金坛区 ２４３
!!!!!!!!!!!!!!!!

常州溧阳市 ２４２
!!!!!!!!!!!!!!!!

常州市 ２３８，３９１
!!!!!!!!!!!!!!!!

常州天宁区 ２４７
!!!!!!!!!!!!!!!!

常州卫校 １７６
!!!!!!!!!!!!!!!!!

常州武进区 ２４５
!!!!!!!!!!!!!!!!

常州新北区 ２４６
!!!!!!!!!!!!!!!!

常州钟楼区 ２４８
!!!!!!!!!!!!!!!!

出生 １１８
!!!!!!!!!!!!!!!!!!!

出生缺陷 １１５
!!!!!!!!!!!!!!!!!

传染病 ８６，１２２
!!!!!!!!!!!!!!!!!

床位 ４２０
!!!!!!!!!!!!!!!!!!!

床位利用 ４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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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１２７
!!!!!!!!!!!!!!!!!!!

创新 ２８１
!!!!!!!!!!!!!!!!!!!

促进会 ４０７
!!!!!!!!!!!!!!!!!!

村卫生室 １０８，４２５
!!!!!!!!!!!!!!!

Ｄ

达标 ９４
!!!!!!!!!!!!!!!!!!!!

大事记 ５１
!!!!!!!!!!!!!!!!!!!

大型医院 １０４
!!!!!!!!!!!!!!!!!

党风 １３，１５０
!!!!!!!!!!!!!!!!!!

党建 １９，１４３
!!!!!!!!!!!!!!!!!!

地方标准 １２１
!!!!!!!!!!!!!!!!!

地方病 ８９，４０７
!!!!!!!!!!!!!!!!!

癫痫 ４０８
!!!!!!!!!!!!!!!!!!!

调查 ９１，１０５，１２８，１３０
!!!!!!!!!!!!!!

调研 ７５
!!!!!!!!!!!!!!!!!!!!

动态监测 １３０
!!!!!!!!!!!!!!!!!

督查 １０４，１５０
!!!!!!!!!!!!!!!!!

督导 １２９
!!!!!!!!!!!!!!!!!!!

短缺 １２４
!!!!!!!!!!!!!!!!!!!

对口合作 １３５
!!!!!!!!!!!!!!!!!

对口支援 １０２
!!!!!!!!!!!!!!!!!

Ｅ

儿童 １１８
!!!!!!!!!!!!!!!!!!!

Ｆ

发布 １２１
!!!!!!!!!!!!!!!!!!!

法规 ３３，７２
!!!!!!!!!!!!!!!!!!

方案 ４６
!!!!!!!!!!!!!!!!!!!!

访问 １３４
!!!!!!!!!!!!!!!!!!!

费用 ４１９，４３５
!!!!!!!!!!!!!!!!!

分级诊疗 ６，９７
!!!!!!!!!!!!!!!!!

分类 １２２
!!!!!!!!!!!!!!!!!!!

分析 ７９，１１１
!!!!!!!!!!!!!!!!!!

风险防控 １１０
!!!!!!!!!!!!!!!!!

风险监测 １２０
!!!!!!!!!!!!!!!!!

服务均等化 １２９
!!!!!!!!!!!!!!!!

服务模式 ２８１
!!!!!!!!!!!!!!!!!

服务能力 １０６，１３９
!!!!!!!!!!!!!!!

服务项目 １０６
!!!!!!!!!!!!!!!!!

服务效率 ４３２
!!!!!!!!!!!!!!!!!

辅助 １１５
!!!!!!!!!!!!!!!!!!!

妇幼保健 ２９，１０８，１１２，４０７
!!!!!!!!!!!!

妇幼卫生 １１１，４１７
!!!!!!!!!!!!!!!

负债 ４３３
!!!!!!!!!!!!!!!!!!!

Ｇ

改革 ７４，７７，１４３
!!!!!!!!!!!!!!!!

改善 １００
!!!!!!!!!!!!!!!!!!!

岗位练兵 １０６
!!!!!!!!!!!!!!!!!

岗位能手 １９，１４７
!!!!!!!!!!!!!!!!

工会 １４４
!!!!!!!!!!!!!!!!!!!

工作会议 ９，１２８
!!!!!!!!!!!!!!!!

工作记事 ５１
!!!!!!!!!!!!!!!!!!

工作进展 ６３
!!!!!!!!!!!!!!!!!!

工作量 ４３２
!!!!!!!!!!!!!!!!!!

公共卫生 １３５，４１４
!!!!!!!!!!!!!!!

公共卫生服务 １０６，１１５
!!!!!!!!!!!!!

公共卫生机构 ４２２
!!!!!!!!!!!!!!!

公共卫生事件 ７９
!!!!!!!!!!!!!!!!

公立医院 ７７
!!!!!!!!!!!!!!!!!!

共青团 １４５
!!!!!!!!!!!!!!!!!!

骨干 １０６
!!!!!!!!!!!!!!!!!!!

关爱 １２９
!!!!!!!!!!!!!!!!!!!

圭亚那 １３４
!!!!!!!!!!!!!!!!!!

规范化 １１４
!!!!!!!!!!!!!!!!!!

规范化培训 １３９
!!!!!!!!!!!!!!!!

规划 ３６，６８，１０９
!!!!!!!!!!!!!!!!

国际合作 １３３
!!!!!!!!!!!!!!!!!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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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海南 １４１
!!!!!!!!!!!!!!!!!!!

好新闻 １３１
!!!!!!!!!!!!!!!!!!

耗材 １０４
!!!!!!!!!!!!!!!!!!!

合作 １３５，１４１，２６７
!!!!!!!!!!!!!!!

后勤 ６７
!!!!!!!!!!!!!!!!!!!!

淮安洪泽县 ２９７
!!!!!!!!!!!!!!!!

淮安淮安区 ２９３
!!!!!!!!!!!!!!!!

淮安淮阴区 ２９４
!!!!!!!!!!!!!!!!

淮安金湖县 ２９９
!!!!!!!!!!!!!!!!

淮安涟水县 ２９５
!!!!!!!!!!!!!!!!

淮安清江浦区 ２９１
!!!!!!!!!!!!!!!

淮安市 ２８９，３９８
!!!!!!!!!!!!!!!!

淮安盱眙县 ２９８
!!!!!!!!!!!!!!!!

患者 ４１９
!!!!!!!!!!!!!!!!!!!

会议报告 １
!!!!!!!!!!!!!!!!!!

Ｊ

机构 １１２，４２０
!!!!!!!!!!!!!!!!!

机制 ８０，２９１
!!!!!!!!!!!!!!!!!!

基本建设 １４１
!!!!!!!!!!!!!!!!!

基本药物 １２６
!!!!!!!!!!!!!!!!!

基本医疗 １１０
!!!!!!!!!!!!!!!!!

基层 １１４，１３９，２８１，２９１
!!!!!!!!!!!!!

基层卫生 ２６，１０５，１０６，４０７，４１２
!!!!!!!!!!

基层指导 １２５
!!!!!!!!!!!!!!!!!

基地 １１８
!!!!!!!!!!!!!!!!!!!

绩效 ９３，１０６
!!!!!!!!!!!!!!!!!!

急性 ８６
!!!!!!!!!!!!!!!!!!!!

疾病控制 ８２，４１４
!!!!!!!!!!!!!!!!

集中采购 ４６
!!!!!!!!!!!!!!!!!!

计划生育 ４，１５，３３，７３，１１０，１２５，１２７，４１９
!!!!!!

计生研究会 ４０８
!!!!!!!!!!!!!!!!

纪检监察 １４８
!!!!!!!!!!!!!!!!!

继承 １３９
!!!!!!!!!!!!!!!!!!!

继续教育 ３６８，３７４，３７７
!!!!!!!!!!!!!

寄生虫病 ８９
!!!!!!!!!!!!!!!!!!

家庭发展 １５，１２７
!!!!!!!!!!!!!!!!

家庭医生 ６
!!!!!!!!!!!!!!!!!!

监测 １１７
!!!!!!!!!!!!!!!!!!!

监测评估 １１９
!!!!!!!!!!!!!!!!!

监督 １３７
!!!!!!!!!!!!!!!!!!!

检查 １１７
!!!!!!!!!!!!!!!!!!!

建议提案 ６７
!!!!!!!!!!!!!!!!!!

健康教育 ４０８
!!!!!!!!!!!!!!!!!

健康素养 ９４
!!!!!!!!!!!!!!!!!!

江苏护理学院 １７７
!!!!!!!!!!!!!!!

江苏建康学院 １６７
!!!!!!!!!!!!!!!

江苏省军区 ３６１
!!!!!!!!!!!!!!!!

讲话（陈亦江） １７
!!!!!!!!!!!!!!!

讲话（何小鹏） １５
!!!!!!!!!!!!!!!

讲话（洪浩） ２９
!!!!!!!!!!!!!!!!

讲话（兰青） ２４
!!!!!!!!!!!!!!!!

讲话（李少冬） ２６
!!!!!!!!!!!!!!!

讲话（汪华） ２２
!!!!!!!!!!!!!!!!

讲话（王咏红） ９，１３
!!!!!!!!!!!!!!

讲话（徐东红） １９
!!!!!!!!!!!!!!!

讲话（张雷） １，４，６
!!!!!!!!!!!!!!!

交流 １３３
!!!!!!!!!!!!!!!!!!!

教学 １３９
!!!!!!!!!!!!!!!!!!!

结核病 ８５，９１
!!!!!!!!!!!!!!!!!

经验交流 １２８，１４１
!!!!!!!!!!!!!!!

精神卫生 ９０
!!!!!!!!!!!!!!!!!!

竞赛 ９１，１０６
!!!!!!!!!!!!!!!!!!

救援 ７９
!!!!!!!!!!!!!!!!!!!!

举报 １５０
!!!!!!!!!!!!!!!!!!!

捐献 ２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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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康复医学会 ４０７
!!!!!!!!!!!!!!!!

考核 １０６，１１２
!!!!!!!!!!!!!!!!!

科技 １４０
!!!!!!!!!!!!!!!!!!!

科技教育 １３１
!!!!!!!!!!!!!!!!!

科普 １４１，３６８
!!!!!!!!!!!!!!!!!

科室建设 １３９
!!!!!!!!!!!!!!!!!

科研课题 １４３
!!!!!!!!!!!!!!!!!

科研项目 １１７
!!!!!!!!!!!!!!!!!

空军 ３６０
!!!!!!!!!!!!!!!!!!!

口腔医学 ４０７
!!!!!!!!!!!!!!!!!

Ｌ

离退休干部 １４８
!!!!!!!!!!!!!!!!

连云港东海县 ２８４
!!!!!!!!!!!!!!!

连云港赣榆区 ２８４
!!!!!!!!!!!!!!!

连云港灌南县 ２８７
!!!!!!!!!!!!!!!

连云港灌云县 ２８５
!!!!!!!!!!!!!!!

连云港海州区 ２８２
!!!!!!!!!!!!!!!

连云港连云区 ２８１
!!!!!!!!!!!!!!!

连云港市 ２７８，３９６
!!!!!!!!!!!!!!!

廉政建设 １３，１５０
!!!!!!!!!!!!!!!!

两孩 １２５
!!!!!!!!!!!!!!!!!!!

临床 ９８
!!!!!!!!!!!!!!!!!!!!

遴选 １０６，１３９
!!!!!!!!!!!!!!!!!

领导小组 ７６
!!!!!!!!!!!!!!!!!!

流动人口 １２８
!!!!!!!!!!!!!!!!!

留守儿童 １２９
!!!!!!!!!!!!!!!!!

龙卷风 ７９
!!!!!!!!!!!!!!!!!!!

轮换 １３４
!!!!!!!!!!!!!!!!!!!

Ｍ

麻风病 ８８
!!!!!!!!!!!!!!!!!!!

满意度 １０５
!!!!!!!!!!!!!!!!!!

慢性病 ９０
!!!!!!!!!!!!!!!!!!!

媒体 １３１
!!!!!!!!!!!!!!!!!!!

门诊 １１４
!!!!!!!!!!!!!!!!!!!

门诊服务 ４２６
!!!!!!!!!!!!!!!!!

免疫规划 ８６，９１
!!!!!!!!!!!!!!!!

命名 ９４
!!!!!!!!!!!!!!!!!!!!

目标管理 １２６
!!!!!!!!!!!!!!!!!

目录 １２６
!!!!!!!!!!!!!!!!!!!

Ｎ

南京高淳区 ２０６
!!!!!!!!!!!!!!!!

南京鼓楼区 １９５
!!!!!!!!!!!!!!!!

南京建邺区 １９３
!!!!!!!!!!!!!!!!

南京江宁区 ２０１
!!!!!!!!!!!!!!!!

南京军区 ３５９
!!!!!!!!!!!!!!!!!

南京溧水区 ２０５
!!!!!!!!!!!!!!!!

南京六合区 ２０３
!!!!!!!!!!!!!!!!

南京浦口区 １９７
!!!!!!!!!!!!!!!!

南京栖霞区 １９９
!!!!!!!!!!!!!!!!

南京秦淮区 １９２
!!!!!!!!!!!!!!!!

南京市 １８７，３８６
!!!!!!!!!!!!!!!!

南京玄武区 １９１
!!!!!!!!!!!!!!!!

南京雨花台区 ２００
!!!!!!!!!!!!!!!

南通崇川区 ２６８
!!!!!!!!!!!!!!!!

南通港闸区 ２６８
!!!!!!!!!!!!!!!!

南通海安县 ２６９
!!!!!!!!!!!!!!!!

南通海门市 ２７２
!!!!!!!!!!!!!!!!

南通启东市 ２７３
!!!!!!!!!!!!!!!!

南通如东县 ２７４
!!!!!!!!!!!!!!!!

南通如皋市 ２７５
!!!!!!!!!!!!!!!!

南通市 ２６５，３９５
!!!!!!!!!!!!!!!!

南通通州区 ２７７
!!!!!!!!!!!!!!!!

南医二附院 １６１
!!!!!!!!!!!!!!!!

能力建设 １００，１１４
!!!!!!!!!!!!!!!

能力提升 １２０
!!!!!!!!!!!!!!!!!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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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１２９
!!!!!!!!!!!!!!!!!!!

农村改厕 ９３
!!!!!!!!!!!!!!!!!!

疟疾 ８８
!!!!!!!!!!!!!!!!!!!!

Ｐ

胚胎 ２１２
!!!!!!!!!!!!!!!!!!!

培训 ３６８，３７４，３７７
!!!!!!!!!!!!!!!

培养 １３９
!!!!!!!!!!!!!!!!!!!

评查 ７４
!!!!!!!!!!!!!!!!!!!!

评估 ９３，１２９
!!!!!!!!!!!!!!!!!!

评价 １１９
!!!!!!!!!!!!!!!!!!!

评审 １０１，１１７，１４３
!!!!!!!!!!!!!!!

评选 １３１
!!!!!!!!!!!!!!!!!!!

Ｑ

千人口拥有 ４２４
!!!!!!!!!!!!!!!!

签约服务 ６
!!!!!!!!!!!!!!!!!!

禽流感 ８０
!!!!!!!!!!!!!!!!!!!

青年文明号 １９，１４７
!!!!!!!!!!!!!!!

清理 １２１
!!!!!!!!!!!!!!!!!!!

群众满意 １０７
!!!!!!!!!!!!!!!!!

群众团体 ３６４，４０６
!!!!!!!!!!!!!!!

Ｒ

染色体 ２１２
!!!!!!!!!!!!!!!!!!

热线 ８１
!!!!!!!!!!!!!!!!!!!!

人才 １３９
!!!!!!!!!!!!!!!!!!!

人口 ３３，７３
!!!!!!!!!!!!!!!!!!

人口学会 ４０８
!!!!!!!!!!!!!!!!!

人力资源 １４３
!!!!!!!!!!!!!!!!!

人事管理 １４２
!!!!!!!!!!!!!!!!!

人员 ４２０
!!!!!!!!!!!!!!!!!!!

Ｓ

三级医院 １０２，１０５
!!!!!!!!!!!!!!!

桑给巴尔 １３４
!!!!!!!!!!!!!!!!!

社会办医 ９８
!!!!!!!!!!!!!!!!!!

社区卫生 １０６
!!!!!!!!!!!!!!!!!

审计 ７０
!!!!!!!!!!!!!!!!!!!!

生物防制 ４０８
!!!!!!!!!!!!!!!!!

生育 １１０
!!!!!!!!!!!!!!!!!!!

生殖技术 １１５
!!!!!!!!!!!!!!!!!

省第二中医院 １６２
!!!!!!!!!!!!!!!

省妇保中心 １６５
!!!!!!!!!!!!!!!!

省海滨康复院 １７９
!!!!!!!!!!!!!!!

省护理学会 ３７２，４０６
!!!!!!!!!!!!!!

省级机关医院 １５８
!!!!!!!!!!!!!!!

省疾控中心 １５４
!!!!!!!!!!!!!!!!

省计生科研所 １８３
!!!!!!!!!!!!!!!

省计生协会 ３８３，４０８
!!!!!!!!!!!!!!

省计生宣教所 １８４
!!!!!!!!!!!!!!!

省计生药具站 １８５
!!!!!!!!!!!!!!!

省人口发展中心 １８６
!!!!!!!!!!!!!!

省人民医院 １５１
!!!!!!!!!!!!!!!!

省太湖康复院 １７８
!!!!!!!!!!!!!!!

省卫生监督所 １５７
!!!!!!!!!!!!!!!

省卫生人才交流中心 １８１
!!!!!!!!!!!!

省卫生信息学会 ３８２，４０７
!!!!!!!!!!!!

省卫生信息中心 １８２
!!!!!!!!!!!!!!

省血防所 １７２
!!!!!!!!!!!!!!!!!

省血液中心 １６４
!!!!!!!!!!!!!!!!

省药品采购中心 １８１
!!!!!!!!!!!!!!

省医师协会 ３８１，４０７
!!!!!!!!!!!!!!

省医学会 ３６４，４０６
!!!!!!!!!!!!!!!

省医院协会 ３７３，４０７
!!!!!!!!!!!!!!

省预防医学会 ４０７
!!!!!!!!!!!!!!!

省原医所 １７３
!!!!!!!!!!!!!!!!!

省针灸学会 ３７６，４０７
!!!!!!!!!!!!!!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３７６，４０７
!!!!!!!!!!!

省中研院 １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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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药发展中心 １７９
!!!!!!!!!!!!!

省中医药学会 ３７６，４０７
!!!!!!!!!!!!!

省中医院 １５３
!!!!!!!!!!!!!!!!!

省肿瘤医院 １５９
!!!!!!!!!!!!!!!!

十三五 ３６，１０９，１２６
!!!!!!!!!!!!!!!

食品安全 １１９，４１８
!!!!!!!!!!!!!!!

示范 １０８，１１８，１４８
!!!!!!!!!!!!!!!

示范工程 １１３
!!!!!!!!!!!!!!!!!

试点 １，７６，７７，１２２，１２８，１３１，１４０
!!!!!!!!!

试管婴儿 ２１２
!!!!!!!!!!!!!!!!!

试验区 ３４２
!!!!!!!!!!!!!!!!!!

收入 ４３４
!!!!!!!!!!!!!!!!!!!

首例 ２１２
!!!!!!!!!!!!!!!!!!!

输血 ４０８
!!!!!!!!!!!!!!!!!!!

苏北 ６５
!!!!!!!!!!!!!!!!!!!!

苏大附儿院 １６９
!!!!!!!!!!!!!!!!

苏大附一院 １６８
!!!!!!!!!!!!!!!!

苏州常熟市 ２５４
!!!!!!!!!!!!!!!!

苏州高新区 ２６３
!!!!!!!!!!!!!!!!

苏州工业园区 ２６２
!!!!!!!!!!!!!!!

苏州姑苏区 ２６１
!!!!!!!!!!!!!!!!

苏州昆山市 ２５６
!!!!!!!!!!!!!!!!

苏州市 ２５０，３９２
!!!!!!!!!!!!!!!!

苏州太仓市 ２５５
!!!!!!!!!!!!!!!!

苏州卫职院 １７４
!!!!!!!!!!!!!!!!

苏州吴江区 ２５７
!!!!!!!!!!!!!!!!

苏州吴中区 ２５９
!!!!!!!!!!!!!!!!

苏州相城区 ２６０
!!!!!!!!!!!!!!!!

苏州张家港市 ２５２
!!!!!!!!!!!!!!!

宿迁市 ３５２，４０５
!!!!!!!!!!!!!!!!

宿迁沭阳县 ３５５
!!!!!!!!!!!!!!!!

宿迁泗洪县 ３５７
!!!!!!!!!!!!!!!!

宿迁泗阳县 ３５６
!!!!!!!!!!!!!!!!

宿迁宿城区 ３５３
!!!!!!!!!!!!!!!!

宿迁宿豫区 ３５４
!!!!!!!!!!!!!!!!

Ｔ

泰州高港区 ３４３
!!!!!!!!!!!!!!!!

泰州高新区 ３４７
!!!!!!!!!!!!!!!!

泰州海陵区 ３４２
!!!!!!!!!!!!!!!!

泰州姜堰区 ３４５
!!!!!!!!!!!!!!!!

泰州靖江市 ３４８
!!!!!!!!!!!!!!!!

泰州市 ３４０，４０４
!!!!!!!!!!!!!!!!

泰州泰兴市 ３４９
!!!!!!!!!!!!!!!!

泰州兴化市 ３４７
!!!!!!!!!!!!!!!!

特聘 １４３
!!!!!!!!!!!!!!!!!!!

提升工程 ８０，１０６，１３９
!!!!!!!!!!!!!!

体系建设 ３６，１２０，１２３
!!!!!!!!!!!!!!

条例 ３３，７３
!!!!!!!!!!!!!!!!!!

通大附院 １７０
!!!!!!!!!!!!!!!!!

突发事件 ７９
!!!!!!!!!!!!!!!!!!

推广 ２９１
!!!!!!!!!!!!!!!!!!!

推荐 １３９
!!!!!!!!!!!!!!!!!!!

推进 １，６，１９，７６
!!!!!!!!!!!!!!!!

推选 １４５
!!!!!!!!!!!!!!!!!!!

Ｗ

卫生村 ９４
!!!!!!!!!!!!!!!!!!!

卫生监督 ４０８
!!!!!!!!!!!!!!!!!

卫生界人物 ３８４
!!!!!!!!!!!!!!!!

卫生经济学会 ４０７
!!!!!!!!!!!!!!!

卫生情况 ６３
!!!!!!!!!!!!!!!!!!

卫生统计 ４０８，４０９
!!!!!!!!!!!!!!!

卫生县城 ９４
!!!!!!!!!!!!!!!!!!

卫生乡镇 ９４
!!!!!!!!!!!!!!!!!!

卫生应急 ７７，８０
!!!!!!!!!!!!!!!!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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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 ３６
!!!!!!!!!!!!!!!!!

卫生资源 ４０９
!!!!!!!!!!!!!!!!!

文件 ３３
!!!!!!!!!!!!!!!!!!!!

无偿献血 １０２，４１８
!!!!!!!!!!!!!!!

无锡滨湖区 ２１５
!!!!!!!!!!!!!!!!

无锡惠山区 ２１４
!!!!!!!!!!!!!!!!

无锡江阴市 ２１７
!!!!!!!!!!!!!!!!

无锡梁溪区 ２１２
!!!!!!!!!!!!!!!!

无锡市 ２０９，３８７
!!!!!!!!!!!!!!!!

无锡锡山区 ２１３
!!!!!!!!!!!!!!!!

无锡新吴区 ２１７
!!!!!!!!!!!!!!!!

无锡宜兴市 ２１９
!!!!!!!!!!!!!!!!

武警江苏总队 ３６２
!!!!!!!!!!!!!!!

Ｘ

西藏 ９１
!!!!!!!!!!!!!!!!!!!!

先进 ９１，９４，１２７，１３１，１３９
!!!!!!!!!!!!

县医院 １００
!!!!!!!!!!!!!!!!!!

乡镇卫生院 １０７，１０８
!!!!!!!!!!!!!!

消防 ６８
!!!!!!!!!!!!!!!!!!!!

协议 １４１
!!!!!!!!!!!!!!!!!!!

新技术 １１７
!!!!!!!!!!!!!!!!!!

新农合 ２８１
!!!!!!!!!!!!!!!!!!

新生儿 １１４
!!!!!!!!!!!!!!!!!!

信访 ６６，１５０
!!!!!!!!!!!!!!!!!!

信息 １１１
!!!!!!!!!!!!!!!!!!!

信息公开 ６６
!!!!!!!!!!!!!!!!!!

信息化 ６８
!!!!!!!!!!!!!!!!!!!

信息系统 １４３
!!!!!!!!!!!!!!!!!

信用 １２３
!!!!!!!!!!!!!!!!!!!

行动计划 １００
!!!!!!!!!!!!!!!!!

行风建设 １０５
!!!!!!!!!!!!!!!!!

行政许可 ７４
!!!!!!!!!!!!!!!!!!

徐医附院 １７１
!!!!!!!!!!!!!!!!!

徐州丰县 ２３０
!!!!!!!!!!!!!!!!!

徐州鼓楼区 ２２４
!!!!!!!!!!!!!!!!

徐州贾汪区 ２２６
!!!!!!!!!!!!!!!!

徐州开发区 ２２９
!!!!!!!!!!!!!!!!

徐州沛县 ２３２
!!!!!!!!!!!!!!!!!

徐州邳州市 ２３６
!!!!!!!!!!!!!!!!

徐州泉山区 ２２７
!!!!!!!!!!!!!!!!

徐州市 ２２２，３８９
!!!!!!!!!!!!!!!!

徐州睢宁县 ２３５
!!!!!!!!!!!!!!!!

徐州铜山区 ２２８
!!!!!!!!!!!!!!!!

徐州新沂市 ２３６
!!!!!!!!!!!!!!!!

徐州云龙区 ２２５
!!!!!!!!!!!!!!!!

宣传 １３０
!!!!!!!!!!!!!!!!!!!

宣传周 １２０，１４１
!!!!!!!!!!!!!!!!

学会 ３６４，４０６
!!!!!!!!!!!!!!!!!

学术会议 ３６５
!!!!!!!!!!!!!!!!!

学术活动 ３７４，３７７
!!!!!!!!!!!!!!!

学术团体 ３６４，４０６
!!!!!!!!!!!!!!!

血吸虫病 ８３
!!!!!!!!!!!!!!!!!!

巡查 １０４
!!!!!!!!!!!!!!!!!!!

巡讲 １４１
!!!!!!!!!!!!!!!!!!!

Ｙ

盐城滨海县 ３０６
!!!!!!!!!!!!!!!!

盐城大丰区 ３１１
!!!!!!!!!!!!!!!!

盐城东台市 ３１０
!!!!!!!!!!!!!!!!

盐城阜宁县 ３０７
!!!!!!!!!!!!!!!!

盐城建湖县 ３０９
!!!!!!!!!!!!!!!!

盐城开发区 ３１２
!!!!!!!!!!!!!!!!

盐城射阳县 ３０８
!!!!!!!!!!!!!!!!

盐城市 ３０１，３９９
!!!!!!!!!!!!!!!!

盐城亭湖区 ３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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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卫职院 １７５
!!!!!!!!!!!!!!!!

盐城响水县 ３０５
!!!!!!!!!!!!!!!!

盐城新区 ３１３
!!!!!!!!!!!!!!!!!

盐城盐都区 ３０４
!!!!!!!!!!!!!!!!

扬州宝应县 ３１９
!!!!!!!!!!!!!!!!

扬州高邮市 ３２１
!!!!!!!!!!!!!!!!

扬州广陵区 ３２７
!!!!!!!!!!!!!!!!

扬州邗江区 ３２６
!!!!!!!!!!!!!!!!

扬州江都区 ３２４
!!!!!!!!!!!!!!!!

扬州市 ３１４，４０１
!!!!!!!!!!!!!!!!

扬州仪征市 ３２２
!!!!!!!!!!!!!!!!

药具 １１７
!!!!!!!!!!!!!!!!!!!

药师 ４０８
!!!!!!!!!!!!!!!!!!!

药政管理 ２４，１２３
!!!!!!!!!!!!!!!!

医德 １４５
!!!!!!!!!!!!!!!!!!!

医改 １，７４，１３１，２９１，３１８
!!!!!!!!!!!!!

医疗保险 １０６
!!!!!!!!!!!!!!!!!

医疗队 １３４
!!!!!!!!!!!!!!!!!!

医疗服务 １００，４１１
!!!!!!!!!!!!!!!

医疗机构 ９８
!!!!!!!!!!!!!!!!!!

医疗卫生机构 ４２３
!!!!!!!!!!!!!!!

医院管理 ９４
!!!!!!!!!!!!!!!!!!

医院文化 １４８
!!!!!!!!!!!!!!!!!

医政管理 ９４
!!!!!!!!!!!!!!!!!!

移植 ２１２
!!!!!!!!!!!!!!!!!!!

异常反应 ８７
!!!!!!!!!!!!!!!!!!

疫苗 ４６
!!!!!!!!!!!!!!!!!!!!

疫情 ８０
!!!!!!!!!!!!!!!!!!!!

引进 １１７
!!!!!!!!!!!!!!!!!!!

优生 １１７
!!!!!!!!!!!!!!!!!!!

优质服务 １１３，１２７
!!!!!!!!!!!!!!!

预防 ８２
!!!!!!!!!!!!!!!!!!!!

预防接种 ８７，９１
!!!!!!!!!!!!!!!!

孕产妇 １１４
!!!!!!!!!!!!!!!!!!

运行 １１２
!!!!!!!!!!!!!!!!!!!

运行情况 １０２
!!!!!!!!!!!!!!!!!

Ｚ

灾害 ７９
!!!!!!!!!!!!!!!!!!!!

早期发展 １１８
!!!!!!!!!!!!!!!!!

责任制 １２６
!!!!!!!!!!!!!!!!!!

诊疗中心 １３８
!!!!!!!!!!!!!!!!!

镇江丹徒区 ３３４
!!!!!!!!!!!!!!!!

镇江丹阳市 ３３６
!!!!!!!!!!!!!!!!

镇江京口区 ３３２
!!!!!!!!!!!!!!!!

镇江句容市 ３３７
!!!!!!!!!!!!!!!!

镇江润州区 ３３２
!!!!!!!!!!!!!!!!

镇江市 ３２９，４０３
!!!!!!!!!!!!!!!!

镇江扬中市 ３３３
!!!!!!!!!!!!!!!!

整合 １０６，１１０
!!!!!!!!!!!!!!!!!

整形美容 ４０８
!!!!!!!!!!!!!!!!!

证明 １１８
!!!!!!!!!!!!!!!!!!!

政策 ７２
!!!!!!!!!!!!!!!!!!!!

政务信息 ６７
!!!!!!!!!!!!!!!!!!

支持 ６５
!!!!!!!!!!!!!!!!!!!!

支出 ４１８，４３４
!!!!!!!!!!!!!!!!!

执业管理 ９８
!!!!!!!!!!!!!!!!!!

执业医师 １０１
!!!!!!!!!!!!!!!!!

直属单位 １５１，３８５
!!!!!!!!!!!!!!!

职称 １４３
!!!!!!!!!!!!!!!!!!!

职业病 １２２
!!!!!!!!!!!!!!!!!!

制度建设 ９７
!!!!!!!!!!!!!!!!!!

质量管理 １２０
!!!!!!!!!!!!!!!!!

中非 １３５
!!!!!!!!!!!!!!!!!!!

中药饮片 １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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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管理 １３６，３４２
!!!!!!!!!!!!!!

中医药文化 １４１
!!!!!!!!!!!!!!!!

中医医疗服务 ４１３
!!!!!!!!!!!!!!!

重大项目 １１５
!!!!!!!!!!!!!!!!!

重点专科 ９８，１３８
!!!!!!!!!!!!!!!!

住院服务 ４２８
!!!!!!!!!!!!!!!!!

住院医师 １３９
!!!!!!!!!!!!!!!!!

助产技术 １１２
!!!!!!!!!!!!!!!!!

专家 １４３
!!!!!!!!!!!!!!!!!!!

专项督查 １５０
!!!!!!!!!!!!!!!!!

专项检查 １３７
!!!!!!!!!!!!!!!!!

资产 ４１８，４３３
!!!!!!!!!!!!!!!!!

资源普查 １４０
!!!!!!!!!!!!!!!!!

自救互救 ８０
!!!!!!!!!!!!!!!!!!

综合防治 １１５
!!!!!!!!!!!!!!!!!

综合管理 ６３
!!!!!!!!!!!!!!!!!!

综合监督 ２２，１２１
!!!!!!!!!!!!!!!!

综合评价 １２２
!!!!!!!!!!!!!!!!!

综合医院 １３７
!!!!!!!!!!!!!!!!!

综述 ６３
!!!!!!!!!!!!!!!!!!!!

组织建设 １４２
!!!!!!!!!!!!!!!!!

作风建设 １５０
!!!!!!!!!!!!!!!!!

座谈会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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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生计生年鉴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中央路４２号
邮编：２１０００８
电话：０２５－８３６２０７２１
传真：０２５－８３６２０７２１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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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印：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１０３５５
传真：０２５－８５４２１６２０
电子信箱：ｙｓｃ＠ｓｔｉ．ｊｓ．ｃｎ
ＱＱ：５４７５８７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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