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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影响因素鱼骨图分析
严

娟袁陈大伟袁王振宇袁王晓东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实施效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文章采用鱼骨图分析法，
分析了影

响医师多点执业实施的关键因素，
主要包括政策因素、
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建议通过完
善法律法规，
建立监督体系，
修改医师考核体系及增强医师法律意识等措施，稳步推进医师多点执
业的实施。
关键词院医师多点执业曰影响因素曰鱼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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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人力资源是医药卫生行业的重要支撑遥 据
叶圆园员员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曳 记录袁圆园园怨 年我国卫

生状况及 圆园员园 年我国医师情况见表 员尧表 圆遥 目前袁
医师人口数量不足尧结构不合理是我国卫生人力资

源存在的主要问题遥 为更好地统筹调配医疗资源袁
促进卫生人才合理流动袁缓解目前卫生人力资源问
题袁圆园园怨 年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意见曳中提出袁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3冤02原员园员原园园源

表员

圆园园怨 年我国卫生现状及每万人口医师数与发达国家
比较

国 家 新生儿死亡率渊译冤 期望寿命渊岁冤 每万人口医师数
美国
圆苑
苑怨
园源
英国
圆苑
愿园
园猿
日本
圆员
愿猿
园员
韩国
圆园
愿园
园圆
中国
员源
苑源
员员
表圆

流动袁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
流袁 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遥 圆园园怨 年 怨 月 员远
日卫生部发布了叶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

知曳袁 对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和
部署遥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袁完善和推进

圆园员园 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地区分布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医生多点执业制度袁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医疗卫
生服务袁强调了施行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遥 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能够平衡有限的
优质医疗人才资源分布袁提高存量医疗人才资源利

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

平均

城市

农村

员援苑怨
员援圆怨
员援圆远

猿援园源
圆援缘怨
圆援猿缘

员援员园
园援愿苑
园援愿怨

篇遥 用 耘载悦耘蕴 表对 员远愿 篇相关文献中提到的医师
多点执业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袁减轻基层患者及其家属

本文采用鱼骨图法对医师多点执业的影响因

遥 然而袁制度启 动以 来袁一直 面临

素进行梳理遥 鱼骨图是一种发现问题野根本原因冶的

医疗费用负担

咱员暂

野媒体热追袁医院淡定冶的局面遥

一尧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方法袁 其原理是基于问题的发生往往不只是单纯一
种或几种原因作用的结果袁 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遥 它从结果出发袁利用野头脑风暴法冶袁集思广

渊一冤资料来源

益袁找出各特性要素袁按相互关联性整理并标识出重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平台袁搜索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至

要因素袁形成层次分明尧条理清楚的图形袁是一种透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 野医师多点执业冶 相关文献共计 员远愿

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方法 咱圆暂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员圆原猿园
作者简介院严

娟渊员怨愿源原 冤袁女袁江苏溧阳人袁研究实习员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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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政策因素

二尧结果和分析

员援 法律支撑缺位

渊一冤影响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实施的原因

圆园员员 年 远 月卫生部下发的叶医师多点执业暂行

影响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实施的原因见表 猿遥 对

管理办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中提出野医师多点执业是指

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袁绘制出鱼骨图袁见图 员遥
表猿

影响因素
政策因素

组织因素

人员因素

符合条件的执业医师经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后袁 在 圆

个以上医疗机构从事执业活动的行为冶遥然而袁叶医师

影响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实施的原因
具体方面
法律法规支撑
配套政策缺失
人事制度
具体操作途径
监管缺失
第一雇主单位限制
医院软硬件限制
医疗责任界定问题
病源流失
人才流失
科研归属
高负荷工作
法律意识
责任意识

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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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提及次数

执业注册暂行办法曳第二十五条规定野医师执业地点

员员缘
员圆缘
员园园
园员园
园员园
园苑园
园猿缘
园怨缘
园源园
园源园
园猿缘
园苑缘
园源园
园源园
员苑园

为两个以上的管理规定另行制定冶遥到目前为止并没
有出台医师执业地点在两个以上的相关规定遥因此袁
医师多点执业注册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支撑遥
圆援 配套政策缺失袁具体操作途径缺位

自 圆园园怨 年 怨 月 员远 日卫生部发布 叶关于医师多

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曳以来袁卫生部相继于 圆园员员

年 远 月下发了叶医师多点执业暂行管理办法渊征求意
见稿冤曳袁圆园员员 年 苑 月下发了 叶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扩
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曳袁 截止 圆园员圆 年 缘

月云南尧广东尧海南尧北京等 圆园 多个省市制定了本地
区的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遥 医师多点执业的相关
规定不断完善袁对执业地点的数量尧多点执业的申请
条件尧注册程序及协议书内容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遥

政策因素
法律法规支撑

人事制度

配套政策

具体操作途径

监管体制
医师多点执业实施效果
第一雇主单位限制
病源流失

医院软硬件限制

高负荷工作

人才流失

法律意识

医院软硬件限制

责任意识

科研归属
组织因素

人员因素

图 员 影响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实施原因的鱼骨图分析
但是对医师的人事尧社保尧薪酬尧医疗责任事故与纠

纠纷时医师和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冶袁但如何界定责

纷如何界定等关键问题没有具体可操作的指 导意

任并没有明确袁 这正是多点执业政策实施的一大难

见遥按照现行的公立医院人事制度及薪酬制度袁医生

题遥配套政策不到位袁医师多点执业的时间尧内容尧报

是单位人而非自由人袁由于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袁大部

酬尧医疗风险等诸多问题没有全面合理的界定袁更没

分医生除正常的 愿 小时工作时间外袁还需要参加医

有详细具体的可操作途径袁 这使得各医疗机构和医

院值班及 圆源 小时待命袁很难确保服务于第二尧第三
雇主单位的时间遥 并且虽然叶医师多点执业暂行管
理办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协议书内

师仍然保持观望状态遥
猿援 政策实施监管缺失

叶医师多点执业暂行管理办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第

容必须包括野多点执业的医师在第二或第三执业地

九条提到野医师多点执业袁应当接受获批准的多个执

点医疗机构执业过程中袁发生医疗责任事故或民事

业地点的卫生行政部门及所执业的医疗机构的监督

第 2 期 总第 缘缘 期
20员3 年 4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员园猿窑

和管理遥冶然而袁如何监管至今并没有明确遥医师多点

的鱼骨图分析袁我们可以看出袁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

执业涉及面广袁牵涉的医疗责任尧医疗风险问题突

实施现状是政策尧组织尧人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

出袁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机构袁没有明确的监管

果遥 因此袁要进一步推进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袁

方案袁很可能导致多点执业的混乱遥

不仅需要卫生行政部门的努力和医疗机构的配合袁

渊三冤组织因素
员援 第一雇主单位限制

依据现有的人事制度袁医生的很多福利都来自
于第一雇主单位袁医生没有社会化遥 卫生部颁布的
叶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曳尧叶医师多点执

还需要医务人员提升自身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遥
渊一冤完善法律法规袁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曳于 员怨怨愿 年颁布袁

与现行的医改意见有明显的冲突 咱猿暂遥 这使得医师多

点执业缺乏法律支撑袁只有完善我国叶执业医师法曳

业暂行管理办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等相关规定也一再

和叶医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曳才能使医师多点执业合

强调医师申请多点执业需经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

法化袁 使卫生行政部门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有法可

同意遥 然而袁大部分的第一雇主单位基于医疗责任

依遥另外袁国家应该制定和出台一系列能够确保多点

和风险承担难以界定尧科研成果归属难以分配尧担心

执业有效和规范运行的配套措施和管理办法 咱员暂遥 积

病源分流尧人才流失尧人才队伍建设受影响等问题袁
不愿意自己的员工多点执业遥
圆援 各医院水平参差不齐

优质医疗服务的提供不仅需要有相应的合作团

极与人事社保及商务部门沟通袁 进行人事制度的改
革袁发挥市场引导作用袁推进医疗赔偿第三方支付制
度袁这也将排除医师多点执业的障碍袁大大促进医师
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遥

队袁也需要相关的仪器尧设备的支撑遥 不同的医疗机

渊二冤完善协议内容袁消除第一雇主单位顾虑

构袁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尧医疗仪器尧设备的科技水

由于我国现有的人事 管理制度袁 公立医院的

平尧精准度不一遥盲目的多点执业袁将增加医疗风险袁

医师仍然是单位人遥 第一雇主单位的限制是目前

增大医疗安全隐患遥医院如何选择技术合格的医生袁

医师多点执业实施的一大绊脚石遥 如何消除第一

医生又如何选择软硬件符合条件的医院袁都没有明

雇主单位的顾虑袁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实施袁这就

确可参考的标准遥

要求通过完善协议内容袁使多点执业的时间尧科研

渊四冤人员因素

成果归属尧 责任界定等关键性问题有科学合理具

员援 医师负荷过重

体的指导意见遥

目前袁各医疗机构的医师袁特别是高年资医师袁承

渊三冤建立医师多点执业的监督管理体系

担的工作已经不仅仅限于医疗袁 还有大量的科研和教

医师多点执业的出发点是盘活有限的卫生人力

学工作遥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袁过大的劳动强度不

资源袁 使卫生人力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合理发展和应

仅危害着医师的身体健康袁还会造成医疗安全隐患遥医

用袁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遥但是无条件的或者低要

师多点执业带来的医生频繁外出袁 必然造成医生精力

求的医师多点执业不但会引起卫生人力市场的混

的牵扯袁减少医生与患者尧与合作团队的沟通时间遥 盲

乱袁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医疗安全隐患遥医政管理机构

目的多点执业是否会顾此失彼袁影响医疗质量袁增加医

应该对允许聘用多点执业医师的医疗机构制定管理

患矛盾袁不仅是第一雇主单位应该担心的问题袁更应该

标准袁对其技术力量尧医疗设备等软硬件条件进行定

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遥

期考评袁以保障医疗服务质量遥这样才能保证医师多

圆援 法律意识淡薄袁野走穴冶盛行

近年来袁由患者需求市场驱动的医生野走穴冶行为

点执业的健康发展袁才能确保医疗质量袁真正达到为
患者服务的预期目标遥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袁普遍存在于各医院当中遥 没有合

渊四冤完善医师考核体系袁让医师回归临床

理监管的野走穴冶活动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袁而

长期以来袁医师考核野重科研袁轻临床冶的现象普

且医生自身工作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遥这种现象的缓

遍存在袁这违背了医师回归临床的现实需求遥医生的

解只有靠增强医师的法律意识袁通过医师多点执业政

精力是有限的袁仅第一雇主单位的医疗尧科研及教学

策的实施袁引导规范的执业活动袁才能既满足患者的

工作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袁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袁

需要袁又使得医师的多地点执业有法可依袁有章可循遥

医生再超负荷参加多点执业袁 不仅严重危害医师的

三尧对策和建议
通 过对我国医师多点 执业政策实施影响因素

身体健康袁而且会增加医疗风险遥 因此袁应以临床综
合能力为核心袁分类细化考核体系袁引导医生将更多
的时间投入到临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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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影响因子排名创新高
近期公布的 悦晕运陨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渊人文社会科学 圆园员圆 版冤显示袁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渊社会科学版冤 计量评价指标与 圆园员员 年版比较有明显改善袁 数据和排名有大幅提高院 复合影响因子

园援缘员猿袁在学科内排名 员远缘 辕 远苑源曰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园援猿苑圆袁较去年比较增幅达 源园豫袁影响因子学科排
名首次进入前百位渊苑圆 辕 远远圆冤曰基金论文比为 园援源猿袁增幅达 猿怨豫曰期刊综合即年指标渊期刊发表的论文在
当年被引用的情况冤增幅达 愿员豫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