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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省亦江

江亦省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庁

‐

江 方 省 財 政 庁 文件

募工医政〔2017〕 87号

省工生汁生委、省財政庁、

省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庁美子逃一歩推幼

城多医庁二生机杓対日支援工作的通知

各市及尾山、泰米、沐陶(去)市工生汁生委、財政局、人力資源

本社会保障局 :

力汰真貫物全国和全省工生与健康大会精神,落実《“健康
中国2030"規え1鋼 要》和“健康江亦2030"規え1銅 要,逃一歩推勁
医庁工生資源下況,提高基晨医庁工生机杓服券能力,加快建立

分坂珍庁制度,ガ便群炎看病就医,現就邊一歩推勁我省城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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庁工生机胸対口支援有夫工作逍知政口下。

一、遊一歩銃―思想,提高快惧

城多医庁工生机詢対口支援足一項K期任弁,是坑寿城多区

域協調友展,合理配重医庁工生資源,保江服券対象平等享受医

庁工生服券的重要挙措。全国工生与健康大会提出“以基晨力重

点,以 改革唸1新力功力,預 防力主,中西医井重,把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 新叶期工生々健康工作方針。以基晨

力重点,就是要通泣銃寿城多区域友展わ城慎化建没的需要,把

以水村力重点植展要1城 多基晨,増強基晨健康服券能力,推逃分

坂珍庁,提高人民群余医庁服券荻得感。当前基晨医庁工生机胸

服券能力薄弱主要体現在人オ短快方面。升晨城多対口支援是/AN___

立医庁工生机胸履行/AN益性的体現,同 時是政府殉共服券或政府

財政承担的一項民生美事。各地工生汁生、財政、人力資源和社

会保障等部11わ各坂各炎医庁工生机胸要把思想和行勁坑一Fll党

中央、国券院決策部署上来,八強化医方工生体制改革的大局出

友,八象ク人民群企健康収益的高度来汰メ城夕医庁工生机濶対

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意叉,切美増強責任感わ使命感,カロ張政策保

障,実現対口支援的可持致性。各二、三吸医院要釈板履行公益

責任,主功承担支援基晨医庁机櫓的重要任券。

二、結合医方工生体制改革新形勢,多稗形式支援基晨医庁

工生机杓

城多医庁工生机胸対口支援工作要緊密劣合強化医方工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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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的任券要求,村立“大健康、大工生"的理念,曰統胸建分

吸珍庁制度逍一中′き,把握医庁瑛合体建没、家庭医生制度丙企

重点,友拝大医院和公共工生机胸的人オ伐勢,推功形成基晨首

珍、及向特珍、急慢分治、上下咲動的分坂珍庁新格局。

(― )対口支援妥為“医躾体"友晨和結合。根据及方自然的

原只1,可 以格建立対口支援美系的医庁机胸幼入“医瑛体"、 “医

共体"、 “健共体"、 “医庁集田"、 “寺科咲盟"建没え中,券力共

現責任、管理、不1益、皮展“四企共同体"。 要以資源共享和人オ

下況力早向,ミ EIt尤共医院医生rll基晨医庁机粕駐点服弁、帯教

培ツ1或基晨医庁机胸rll上坂医院培〕1等 方式,推勁伐反医庁資源

下況,補助基晨医庁工生机杓カロ快提升服券能力;鼓励支援医院

骨千医師Fll城 多基晨医庁工生机杓牙没工作室,鼓励医師多点執

立,推 ill基晨首珍。三坂医院要格部分号源投放到対口支援的基

晨医庁工生机杓,推功対口支援単位え日建立双向紫珍、上下体

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友拝資源数益。

(二)対口支援妥為右工生・it生委基晨特色科室項目走没和

結合。通辻医院対医院、医院対科室、科室対科室的方式,実現

精准稲扶,倣張特色,ネト芥短板。重点支持城多基晨医庁工生机

胸特色科室,支援医院以技木、管理、服弁rll益 ヵ鉦帯,虹建特

色科室建没指早稲扶困仄,支持基晨在ク理康隻等慢性病K期照

夕服券,面 向老年人、如女、ノL童、慢性病人、残疾人、精神病

人等重点人群的特色珍庁服券,友村常几病、多友病治庁的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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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特色技木,急珍、急救服券,特定的栓詮、粒査服券等,仇先

安‖卜特色科室人員逃修和培)|。 友拝特色科室孵化中′む的作用 ,

仇先安‖卜受援医院逃入孵化中Jむ 。

(二)対口支援姜為中医蒟こ宜棋木培〕1準片和結合。通辻

建没省、市、去三坂中医方道宜技木培〕1推声基地,以 炉資培ツ|

和骨千培界的方式,接照中医方枝木操作規疱,分鉄、分炎、分

批向下培)1推声中医方道宜技木,提高基晨医券人員中医方を立

技木水平,切実提升基晨中医方服券能力。各坂中医方近宜技木

培〕1推声基地,妥遵循中医方友展規律,因地制宜、第合美豚,

格掘整理研友一批庁数碗切、こ合皓床泣用ユ群A易 子接受的中

医方近宜技木。

(四 )対口支援妥為家庭医生制度相結合。支援医院足全科

医生規疱化培ツ1基地的,要友拝培ツ1基地的仇勢,姐鉄全科医学

科的医生わ有条件的師資Fll基晨坐珍,了 解基晨需求和服券模

式。支援単位的/AN共工生医生要深入基晨,参与pll家庭医生基釣

困仄中,升晨健康教育宣特,カロ張慢病管理,4Ful早 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皓床方奸要カロ張対基晨医庁工生机杓方品使用、特メ1是

抗菌方4/1使用的指早,提高基晨合理用方水平,升晨対居民的用

方指早,向居民普及用方常沢;康隻治庁帰妥深入基晨医庁工生

机納,友晨社区康隻医庁服券。要充分友拝家庭医生作用,打通

支援医院和受援単位上下堵珍通道。支援医院下紫病人,妥 illilt

家庭医生基釣服券,提供延伸服券;受援単位要IIn辻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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倣好急慢分治、上下紫珍。各地妥根据基晨需求,不 断充実家庭

医生囲仄力量,キ 富家庭医生内涵,切実■人民群炎得益受恵。

(工)対口支援妥為医界融合、二核生育需ネ友晨和結合。

各地妥引早医庁机杓接照互意互fll的原只1,カロ張対赤老机詢内没

医庁机胸、夕理院、安宇庁夕机杓等子以技木支持,促逃医赤身

合机杓提高服弁能力。支援医院妥カロ張対医赤身合机胸中夕理人

員的寺立指早,ill辻在基晨没立ナ理中lむ (輩 )等形式,満足老年

病人対伊理服券的需求,友拝伐反学理資源的幅射帯動作用,稲

助基晨医庁工生机胸提高夕理能力。二坂以上医庁工生机胸中的

力科、声科、ノL科、力幼保健科都要接照属地化管理原只1,根据

市晏両坂工生十生行政部11的坑一安‖卜,有去坂如幼保健院和基

晨医庁工生机胸基打有目林要求和fll益共享的希扶協袂,全面提

升基晨如幼健康服券能力,象解西核政策対力幼健康等相美医庁

保健服券帯来新的圧力。

三、明備責任,汰真倣好重点地区和薄弱学科対日朝扶

(一 )明碗菫
`点

支援地区的対口支援テ任。要坑寿医庁資源 ,

把省重点希扶的赤北 12今姜(区 )作力対口支援的重点,以 張帯

弱,促逃介困地区医庁水平邊一歩提高。各地要根据本区域医庁

資源わ医庁水平,兼灰原有的対口支援美系,碗定本地区対口支

援的重点,重 点稲扶地区対口支援美系由工生十生行政部 11碗

定,其化対口支援夫系可以由医庁机胸え同盗ミ協商自行碗立 ,

井扱所轄工生十生行政部 1可 。重点支援地区未碗立対口支援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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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所轄市工生十生行政部11碗 定,硫保重点地区対口支援全

覆蓋。

(二 )明碗菫,点 支援医オエ生れ杓的対口支援テ任。指定江

赤省人民医院、江沐大学附属医院分男1対 口宿ilt市 沐陶姜人民医

院、洒陶晏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通大学附

属医院分男1対 口盆城市漠海晏人民医院、噛水姜人民医院,江赤

省中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分男1対 口徐州市唯宇姜人民医

院、キ去人民医院,赤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募省中西医結合

医院分力1対 口逹云港市灌云晏人民医院、灌南去人民医院,江芥

省購瘤医院、末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亦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分

男1オ ロ淮安市淮安区医院、澁水晏人民医院、淮明区人民医院。

省疾控中′む、省如幼保健院須有10家相美立券薄弱地区姜坂疾

控机胸、如幼保健机杓基河稲扶協洪。省血1/t所 須寺5家相美立

券薄弱地区去坂疾控机掏基打希扶協洪。市坂疾控中′む、力幼保

健院須有2-3家相美立弁薄弱地区姜坂疾控机胸、力幼保健机

胸基打稲扶協袂,其中赤南市坂疾控中」む、市如幼保健院須有不

少子 1家沐北姜坂疾控机杓、力幼保健机胸基打希扶協洪。

(二 )明碗か張薄輌学科走没的i任。受援医庁工生机詢要

根据本地疾病惜和群A医庁服券需求,劣合医院的友晨規剣,々

支援医庁工生机詢一起林商碗定年度わ中K期重点扶持寺科。支

援医庁工生机詢妥洪受援単位的共膵出友,釈板推片遺宜医庁技

木,以升晨常几病、多友病的珍庁技木力主;有条件的単位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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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医庁反量わ安全的前提下,可 以升展部分急危重症的珍治エ

作。要重点稲扶高血圧、糖尿病、購瘤等慢性疾病等基晨薄弱学

科,カロ張精神、力声、りL童、借染、康隻等寺科医庁服券能力建

没。

四、注重実隊数果,創新城多医庁工生机杓対日支援模式

升晨城多医庁工生机相対口支援美健妥荻得美膵数果,堡決

反対形式主又、弄虚作仮、浪費人力資源的倣法。真正性看病群

奈満意、対口及方医庁工生机杓満意、支援受援方寺立人員満

意。

(― )妥比粋ニオ1共嵐、台ヒリ駆得実共的対口支援形式。以

建立K数机制、“授え以淮"力 原只1,接需支援,不掏形式,精准

対口稲扶。除工生十生行政部11下迷任弁外,支援医院可以根据

需求有受援医院商定対口支援的形式,実行坐珍有巡珍相錯合 ,

骨千医院培)|わ住院医師規培、全科医師規培相劣合。を1造条件

建立支援医院均受援医院ユ程医庁休作机莉,推勁近程会珍、影

像珍断、病理珍断、」む屯珍断、培〕1等 立券系坑建没,実現医庁

資源有机結合、上下貫ミ。

(二)襲励未ネロ医式、院包科争形式,力基晨お造品牌掟

木、特色科堂。鼓励釆取“清逃来"、 “走出去"方 式,逍辻釆取

逃修、寺項技木操作培ツ|、 皓床示疱帯教、病例■力沸座等形

式,力基晨培赤人オ。在晏域,私板探索去多村一体化管理,カロ

張人オ流功わ技木流勁,快速掟升基晨医庁服券能力。鼓励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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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困仄,服券基晨医庁工生机詢健康小屋,牙展健康教育、健

康吝均、基本医庁服券。

(二 )右 、市両久疾痛預防た制れ杓可未ネ駐点希よ、寺上

併座、培〕1指子、督子栓査、栓摯オ法建立、科冴合作争形式矛

及対口支援活勁。定期或不定期派員Fll希 扶単位駐点升晨工作 ,

鼓励在実職室供器没各、人員技木、実用性研究等方面給予重点

稲状。

五、遊一歩完善城多医庁工生机杓対日支援保障激励机制

(― )依好佐費保障工作。市去人民政府要把対口支援作カ

カ人民群炎提供方便/Ak平可及医庁工生服弁的重要形式,切 央履

行政府責任,カロ大投入力皮,保障対口支援可持裳性。各派出単

位及基晨特色科室孵化中Jむ 要保江派出医師各項工姿福オ1待 ila。

下基晨服券的医師享受休仮わ根備往近路費,井接規定享受生活

ネト貼。省坂財政対省属単位下基晨人員接照毎人毎年 3万元的林

准給予ネト貼,有条件的地区,市財政可接規定給市属医庁工生単

位下派人員予以ネト貼。

(二 )凋勁史掟受援双オ承れ`臓。受援単位要力駐点支援人

員提供必需的生活工作条件,加張安全防疱。支援医院要力至1省

外対口支援或Fll条件双普地区駐点支援的人員婢共人身意外保

隆。各地要逃一歩制打科学的墳数考核方案,提高基晨医庁工生

机杓八事医庁服券的私板性,促邊医庁資源下滉,推勁以治病カ

中Jむ 向以人民健康力中Jむ 的工作重点的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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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美仇蜀劣れ制。派出単位対在服券期同稲助基晨

医庁工生机詢倣出突出成鏡的,給予芙励。在克聘を立技木関位

Ft,在同等条件下仇先聘用。接照規定対城多医庁机詢対口支援

工作中貢献呈著的単位和企人選行火励,在汗逃全国和全省工生

汁生系坑先逃工作者叶同等条件下予以仇先考慮。接照千部桂取

鍛燎工作有美文件精神,対子仇秀桂釈千部妥秋扱培界,大胆使

用。失励劣呆泥入単位わ企人的良好行力泥乗,幼入社会減信体

系管理。対千不服及対口支援安‖}的 単位及其主要負責人,工生

十生部日泣根据考核粒査情況,定期逃行通根,由任免机美作出

相反行政交理。

(四以 真執行普升高久黙称前下基晨膜外的机た。堅決落

央二坂以上/AR立 医庁工生机杓晋升高象駆称前需要下基晨服券要

求,下基晨服券叶同累十不少子半年,モ程医庁服券叶日、基晨

特色科室孵化工作時同,十入医券人員下基晨服券叶同。下基晨

服券人員的上督、管理由本単位負賣。下基晨服券lll況作力晋升

高級駆称和単位聘任的妥未え一,単位不得聘任未完成下基晨服

芥人員高級駅称。不服及安‖卜的人員,可根据有美規定対其降坂

聘用或不再聘用其寺立技木駅券。高坂駅称聘任前,須在単位落

国内辻行公示,接受群余監督。政口接至1来信来労挙扱,4工生十

生行政部日核査,不符合政策要求的,由主管部11対相夫単位逃

行ミ根,井賣今取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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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公升形式:主功公升)

江亦省工生和十all生 育委員会亦/AN室 2018年 1月 6日 印友

-10-

江亦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