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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力 激发活力
全面推进基层卫生改革发展
沂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12月4日

沂水县位于鲁中南地区、沂蒙山腹地，是
“红嫂”的故乡、沂蒙精神发祥地之一。总面
积2434.8平方公里，115.69万人。现有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31处，床位6714张，专业技术人员
4497人。村卫生室548处，乡村医生1135名。

“四升、两降、三回归”
沂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
工作，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升服
务能力，优化配置，激发活力，有效促进了
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县基
层卫生工作目前呈现出“三升、两降、三回
归”的良好态势。

 基层医疗机构住院人次提升35.08%
四升

 县域内就诊率提升14.35%
 患者满意度提升至97.93%
 医务人员积极性明显提升

“四升、两降、三回归”
 药品费用占比下降21.8%
两降

具体做法：
强基固本为核心，推动基层卫生快速发展

 医疗费用增幅明显下降

健全机制做保障，激发基层改革发展活力
 政府办医公益性职责得到回归
三回归

 精准施治的医德医风得到有效回归
 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理念得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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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有5家乡镇卫生院被评为“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2017

一、强基固本为核心，推动基层卫生快速发展
（一）以示范创建和等级评审为载体提升基层服务

年又有5家乡镇卫生院和一家社区服务中心通过省卫生计生委“全国群众
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和“全国优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初审。马站人民医
院由一级医院评为“二级甲等医院”。

能力。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与全国
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创建。坚持“以评促建”,推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粗放式管理向科学化、规范化、
精细化管理转变，乡镇卫生院普遍具备了良好的就医
环境、先进的诊疗设备、优秀的“专+全”科医护人
才，提高了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及家庭医生的信任度，
患者更愿意留在基层就诊。
四十里堡镇中心卫生院
杨庄镇中心卫生院

近两年来，积极争取国家投资项目，多方筹集资
金，先后开工建设了道托镇卫生院门诊综合楼，杨
庄镇中心卫生院整体搬迁，官庄镇卫生院何家庄子
院区新建，泉庄卫生院病房楼、诸葛镇中心卫生院
古村院区综合楼、四十里中心卫生院综合楼扩建，
黄山镇中心卫生院门诊综合楼等项目。新建、改建
村卫生室50处，基层服务环境进一步提升。全县19
处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面积达到12余万平方米。

各单位不等不靠，积极开源节流，利用自我收支

先进的诊疗设备

结余资金改善诊疗环境和更新仪器设施。截至目前，
全县19处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面积全部超额达标，
常用仪器设施齐全，各乡镇卫生院全部配备彩超、
CR(DR)、生化分析仪、血球计数仪、电子胃镜等仪
器设备。19处卫生院床位设置达2012张，各单位床
位数量及设备配置全部达到标准，诊疗服务能力明
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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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规格、分层次培训夯实基础。组织院长参加了6
期北大举办的全国医院管理干部高级研修班。依托省千佛山
医院、市人民医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培训业务院长5期共
220人次。依托市中心医院举办了小儿科、妇产科、急诊急救
能力提升及增加执业科目培训班，医疗机构护理人员服务技
能提升全员培训班等，共培训2703人次。依托县人民医院举
办乡村医生培训班等13期，培训2042人次。开展了全科医生、
公卫人员、乡村医生、村计生专职主任健康管理师及家庭医
生签约全员培训，共举办7期，培训2490人。以上培训大大提
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也解决了乡镇卫

规范化的科室建设

生院的个别专业资质问题。在去年的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
能竞赛活动中我县取得了个人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

儿科专业培训加注册儿科执业范围人员名单
姓名

资格证书编码

执业证书编码

执业范围

张录国

199837110372827580303147

110371323000061

儿科专业

主要执业机构

批准日期

邹志伟

200937110371323198309230018

110371323000384

季青

201437110220282197611084150

110371323000536

宋雪梅

201537110371323198612165300

孙志庆

201137110371323198509082136

110371323000475

蔡桂梅

200837110372925197708157761

110371323000365

张瑞宝

201537110371323198305295834

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全
沂水县富官庄镇卫生院 2016年12月13日
科医学专业
110371323000574
儿科专业
沂水县许家湖镇卫生院 2016年7月12日

耿方彦

201137110371323198407076528

110371323000471

王占勇

200737110371323197704020817

110371323000325

沂水县黄山铺镇卫生院 2006年11月20日

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全
沂水县姚店子中心卫生院 2016年12月13日
科医学专业
儿科专业
沂水县道托镇卫生院 2015年10月20日
沂水县四十里堡镇中心卫
110371323000578 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
2016年12月13日
生院
内科专业,儿科专业 沂水县沙沟镇中心卫生院 2016年12月13日

内科专业,儿科专业

沂水县许家湖镇卫生院 2016年12月13日

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全 沂水县沂城街道社区卫生
2017年9月22日
科医学专业
服务中心

褚衍荣

201437110370405198506183224

110371323000544 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 沂水县诸葛镇中心卫生院 2017年10月25日

张瑛

201137110371323198308090869

110371323000561 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 沂水县高桥镇中心卫生院 2016年12月13日

（三）特色专科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
从2016年开始，结合各乡镇卫生院重点专科建设，
根据错位发展的原则，解放军88医院、四零四医院、
临沂市中心医院、县人民医院等医院与乡镇卫生院
建立1-2个专科联盟，通过与乡镇卫生院开设联合病
房，做好重点专科人员培训、质控管理，并在乡镇
卫生院设立工作室不定期预约到乡镇卫生院坐诊、
指导等方式帮助每个乡镇卫生院建立起技术水平高、
发展潜力大、有一定业务量的重点专科，提升核心
竞争力，截止目前，已建立各类专科21个。2017年
1—10月，辖区内基层医疗机构共实施手术584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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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推进新型区域医疗服务一体化管理。
一是通过信息化建设全面实现了包含临沂市中心
医院在内的县域内IT医联体。充分发挥已建立的区
域医疗信息平台、群众满意度考核平台、影像会诊
中心、心电会诊中心、远程胎心监测平台、区域绩
效考核信息系统及预约诊疗双向转诊系统的作用，
已初步实现医联体内信息的互联、互通、共享，有
效解决了基层医疗机构技术薄弱、诊断能力不足的
问题。

远程影像阅片

远程心电系统平台
远程影像阅片

沂水县远程心电会诊中心

沂水县远程影像会诊中心

二是临沂市中心医院、县人民医院等划片帮扶建
立技术支援型、支援协作型医联体，通过远程会诊、
精准预约、专家下沉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上挂下派、
设立消毒供应中心、专科共建等多种形式等多种形
式，实现医疗机构协同发展，资源共享、技术共享、
结果互认的“五联三同质”。

“五联”

“三同质”

现在我们推动临沂市中心医院与马站人民医院、
四十里堡镇中心卫生院之间，县人民医院与夏蔚镇
卫生院、院东头镇卫生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

联合管理
联合门诊
联合病区
联合康复
联合检验
影像同质
检验同质
消毒供应同质

三是实行乡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
建立乡村一体化政策扶持机制，筑牢基层
卫生的“网底”。
建立公益性管理机制，加强一体化管理
建立规范性用人机制，严格准入和执业管理
建立长效性补偿机制，全面落实好乡医待遇
建立激励性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建立规范性药品采购机制，基本药物供应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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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公益性管理机制，加强一体化管理
对全县的村卫生室实行了乡村一体化管理，乡
镇卫生院院长为辖区内村卫生室的法人代表，对村
卫生室及乡村医生实行“三制”、“七统一”。管
理，村卫生室的房屋及基本医疗设备全部归集体所
有，确保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聘用制

“三制”

工资制
养老制

“七统一”

人 员
业 务
药 品
房 屋
设 备
财 务
绩效考核

2、建立规范性用人机制，严格准入和执业管理
建立乡医准入和退出机制，对全部乡医统一建档管
理，坚决杜绝乡医空挂、非卫生专业人员进入乡医队伍
等现象发生。村卫生室的新进人员由县人社、卫生等部
门统一考选，财政部门备案。2012年改革之初，由于我
县乡医人数较多，按照每千名农业人口配备1名乡医的
要求，需要裁减部分人员，我县通过采取到龄退休、两
年过渡期内拿不到执业证书予以辞退、绩效考核末位淘
汰等措施进行分流减员。截止目前，全县在岗乡医1135
人，取得乡医执业证书的1046人，其中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34人。积极开展对乡村医生的业务、政策培训，
提升其业务水平和依法执业意识。

3、建立长效性补偿机制，全面落实好乡医待遇
3、建立长效性补偿机制，全面落实好乡医待遇
一是落实基本药物财政专项补助。除按省市要
求进行配套外，对所有在岗乡医（包括暂时超过省

三是规范收取一般诊疗费，
并纳入新农合报销，发挥新农
合资金对乡医的补偿作用。
四是全力解决好乡医的养老

县财政对乡医参保金补助

问题。建立了乡医退出和养老

2012年补助369万元

机制，2007年开始对乡医实行

2013年补助376万元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在实施基

2014年补助400.16万元

药制度后，县财政对乡医参保

2015年补助433.15万元

人均每年21.8元）及时拨付到位，根据绩效考核结

金给予50%的补助。截止目前，

2016年补助455.8万元

果予以补助。

全县已退休乡医400多人，每月

配备标准的乡医）由县财政兜底发放每人每年6000
元的专项补助。2016年县财政支出158.30 万元。
二是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经费的54.5%（即2015年

领取退休工资1800元左右。

4、建立激励性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自2014年开始，我县启动乡医身份认证及
老年乡医生活补助工作，2015-2016年连续两
年认证并落实符合条件人员生活补助，工作

一是严格绩效考核。由乡镇卫生院制定绩效
考核方案和实施细则，考核结果作为乡医绩效
工资发放和人员分流的重要依据。对乡医实行

进展顺利平稳。截至目前，享受生活补助发

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制度，基本工资按月发放，

放2980人，月补助金额1177680元。

绩效工资按季度发放，做到奖优罚劣，极大地
调动了工作主动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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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严格财务管理。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
室财务实行分账管理、单独核算，乡镇卫生
院统一代管村卫生室收支，分户建账，设立
备查薄，统一组织村卫生室的房屋、被服、
取暖、信息建设等各类支出，确保花好每一
分钱，办好每一件事。

5、建立规范性药品采购机制，基本药物供应
及时到位。
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零差价销售，
做到严格规范，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所用药品由乡
镇卫生院通过省招标平台统一招标采购，统一配发。
同时，建立了村卫生室药品品种数量调度通报制度。

三是逐年提高乡医工资水平。2016年乡医
平均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
同时探索统筹使用一定比例的诊疗费收入，
统筹解决困难乡医、偏远地区的乡医补助问
题，及村卫生室日常运转经费和医疗事故风
险补助的资金来源问题。已连续两年统一为
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办理了医患纠纷责任保
险。统一解决了卫生室冬季取暖费用支出。

二、健全机制做保障，激发基层改革发展活力
（一）鼓励工作创新，以创新作为基层医疗机构
改革发展动力。
县卫计局每年组织一次工作创新点评，对县区内
各医疗卫生机构创新工作逐一现场听、现场看、现
场点评打分，评出好的创新经验进行全县推广，以

2016年全县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采购金额达4000多万

典型带动整体工作发展。截止目前通过点评选出在

元。目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基药品种数246种。

全县推广的做法10余个。

（二）以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机制。
乡镇卫生院工作点评
现场

在县局成立医患关系办公室，负责全县群众满
意度调查家庭医生签约、分级诊疗管理考核工作。
各医疗机构均设立患者管理中心，负责分级诊疗管
理、协助预约诊疗、受理病人投诉、征询意见建议、
开展电话及入户回访、进行网络回复等工作。我县
还将群众满意度考核得分作为系数考核，真正把以
患者为中心工作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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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和知晓率抽查现场

（三）“三诊三定”构建就医绿色服务体
系。
通过实行“三诊三定”，降低治疗手段给患者
的负面影响，减少过度医疗、过度用药，实施精准
预约、精准医疗，以便捷、优质、经济的服务引导
患者在基层就诊。

“三诊三定”

预约诊疗
专科诊疗
联合诊疗
定药占比
定平均住院日
定抗生素使用比例

（四）建立健全“三调解一保险”工作机制。
“三调解一保险”

院内调解
第三方调解
司法调解
医疗责任险

由县综治委牵头的全县医疗纠纷调处领导小组，
并成立了全县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全县医疗卫生机
构全部参加了医疗事故责任险。目前，县医患纠纷
调解中心受理调解申请78起，调解终结72起，有效
化解了医患矛盾。

（五）放活卫生院聘用合同制用人权限。
卫生院可根据业务发展需求自行决定聘用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有效缓解了基层医疗机构业务人员
配置不足的问题。

我县在推动基层卫生改革发展方面做了一
些创新和尝试，但与上级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能力、完善机制，推动基
层卫生的深化改革！也希望领导给予指导和
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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