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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促进自然分娩

要要
要南京市高淳区卫欲项目降低剖宫产率工作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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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针对南京市高淳区剖宫产率逐年增长的问题袁实施降低剖宫产项目袁详细阐述了项目在

有效降低剖宫产率尧促进自然分娩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取得的初步成效袁并对如何促进该项工作
的有效开展提出了对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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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率过高已成为产科学界突出的问题咱员暂袁有

达 缘愿援苑豫尧缘猿援怨豫遥 为此袁高淳区卫生局决定于 圆园员猿

的升高袁围生儿死亡率逐步下降袁但当剖宫产率超过

化辖区助产机构质量管理袁 改变剖宫产率过高的问

圆缘豫后袁围生儿死亡率将不再因剖宫产率的升高而下

题遥

资料显示袁当剖宫产率在 圆园豫以下时袁随着剖宫产率

年开展降低剖宫产项目袁加强孕妇分娩方式干预袁强

降袁相反有升高的危险 袁针对此种情况袁宰匀韵 倡导
咱圆暂

将剖宫产率控制在 员缘豫 以下 咱猿暂遥 圆园员园 年 宰匀韵 公

布了 圆园园苑 耀 圆园园愿 年亚洲九国分娩方式抽样调查结

一尧项目措施
项目活动以野促进自然分娩袁降低剖宫产率冶为

果袁中国的剖宫产率已达 源远援圆豫 袁成为世界上剖宫

主题袁 通过新农合政策引导尧 加强育龄妇女健康宣

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遥这一结果引发我国政府部门尧

教尧 规范孕妇产前健康检查尧 加强助产技术人员培

医学团体和社会的共同关注遥 为此袁国家卫生部启

训尧强化助产机构剖宫产管理等措施袁引导推崇自然

动野促进自然分娩袁保障母婴安康冶项目袁各地卫生管

分娩群体氛围袁提高助产技术服务水平袁降低非医学

理部门也陆续出台加强助产技术管理袁降低非医学

需要的剖宫产遥

咱源暂

需要剖宫产的管理措施遥
南京市高淳区原 有助产技术服务机构 员员 家袁

渊一冤调整新农合政策
区卫生局提请区合管委召开会议袁对 圆园员猿 年新

圆园园愿 年卫 欲项 目基 线调 查剖 宫产 率数 据为 猿园豫袁

农合分娩结报政策进行调整袁 将顺产孕妇与剖宫产

的意见曳对区助产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梳理后袁区人民

产孕妇结报收益袁从政策层面鼓励自然分娩遥同时将

圆园园怨 年按省厅叶关于加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工作

孕妇的定额补助标准统一设定为 员 圆园园 元袁 提高顺

医院成为辖区唯一提供助产技术服务的机构袁圆园员园

剖宫产管理纳入医疗机构新农合管理及年度绩效考

年全区剖宫产率 猿缘援缘豫遥 同年民营妇康医院在高淳

核内容袁签订医疗机构管理协议袁明确规定妇康医院

服务模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袁圆园员员耀圆园员圆 年高淳区

例剖宫产手术扣除新农合管理保证金 员 圆园园 元的经

成立遥 受医疗风险尧助产技术尧社会因素尧民营机构
年剖宫产率持续上升袁圆园员员 年为 源猿援园豫袁圆园员圆 年为

源苑援缘豫袁其中袁妇康医院 圆园员员 年尧圆园员圆 年剖宫产率高

年降低剖宫产率须达 缘豫以上袁 完不成指标予以每
济处罚遥

渊二冤开展健康分娩知识宣教

基金项目院世界银行贷款 辕 英国政府赠款野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冶渊苑缘缘员原悦晕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远原圆猿

作者简介院邢春香渊员怨远缘原 冤袁女袁江苏高淳人袁研究方向为基层妇幼保健管理曰陆

士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卫生事业管理袁通信作者遥

方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女袁安徽宿州人袁管理学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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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叶健康高淳曳电视节目尧叶今日高淳报曳专版袁

二尧项目成效

在全区范围开展野促进自然分娩冶专题宣传袁印发叶自
然分娩好处多曳宣传手册 圆 万多份袁开设孕妇学校专

窑圆园员窑

项目实施以来袁各相关单位领导重视袁全区妇幼

题讲座袁通过多种宣传形式袁提高社会人群对健康分

保健人员对项目工作意义的认识普遍提高袁 基层健

娩知识的知晓度袁指导孕妇合理选择分娩方式遥 开

康宣教及孕期产检工作得到加强袁 助产机构剖宫产

展叶住院孕产妇分娩健康知识的知晓度调查曳袁了解

手术管理更加严谨遥 通过对区人民医院和妇康医院

医疗保健机构项目工作执行情况及项目的宣教工作

的住院孕产妇进行调查显示袁 医师对健康分娩知识

成效遥

宣教率及孕妇对自然分 娩与剖宫产利弊知识认知

渊三冤培训妇幼保健人员
开展医疗和妇幼保健机构野促进自然分娩袁保障
母婴安康冶项目工作动员袁进行妇幼保健人员的专题
培训袁提高卫技人员对降低剖宫产项目工作的认知
度曰加强区人民医院高危门诊尧孕产妇营养门诊建
设袁强化孕期保健管理袁减少巨大儿及高危因素所致

度达 怨远援源豫袁 孕妇首选自然分娩者 怨员援圆豫渊含前次
剖宫产孕妇冤渊表 员冤遥 圆园员猿 年全区剖宫产率同比下
降 缘援怨豫袁 其中袁 妇康医院的剖宫产率同比降幅达
远援怨豫渊表 圆冤遥
表员

高淳区孕妇孕期保健率及健康分娩知识知晓度

渊四冤加强助产技术服务质量管理
高淳区卫生局出台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助产技术
服务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曳文件袁规范辖区孕期分级
保健及高危孕产妇转诊流程曰开展助产技术人员业

调查人 知晓人 构成
数渊人冤 数渊人冤 比渊豫冤

项目

剖宫产情况的发生遥

孕期系统保健率
医院 辕 医师途经了解健康分娩知识
自然分娩与剖宫产利弊知晓率
个人意愿首选自然分娩 辕 听从医
师安排

缘园园
缘园园
缘园园
缘园园

源怨猿
源源苑
源愿圆
源远源

怨愿援远
愿怨援源
怨远援源
怨员援圆

务培训及临床带教活动袁提高青年医师产程处置能
表圆

力曰完善区孕产妇急救绿色通道建设袁促进孕产妇安
全分娩遥 建立助产机构剖宫产手术审核制度袁明确
剖宫产手术须由副主任以上医师决定袁科主任审核
制遥 无手术指征要求剖宫产者由科主任和高年资医
师负责与孕妇方沟通宣教袁争取最大限度减少非医
学需要剖宫产遥

单位

高淳区助产机构年剖宫产率

圆园员圆 年
圆园员猿 年
活产数渊例冤 剖宫产率渊豫冤 活产数渊例冤 剖宫产率渊豫冤

区医院
妇康医院
全区剖宫产率

猿 愿愿远
猿 苑愿愿

依托市专家组开展区助产机构助产技术质量评

源远援员
缘猿援怨
源苑援缘

三尧讨

价活动袁针对妇康医院助产技术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袁

源 园园猿
猿 远源员

源园援苑
源苑援园
源员援远

论

组织区专家组进行技术帮扶及叶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

随着国家计生政策调整袁高龄产妇及高危妊娠

可证曳新一轮评审袁并将剖宫产手术管理纳入重点评

因素增多袁 以及前期民营医疗机构剖宫产管理疏漏

价内容遥 评审不合格将取消助产技术服务资质袁有效

而造成的疤痕子宫产妇袁 助产机构产科医疗风险加

制约了民营医疗机构非医学需要剖宫产情况的发生遥

大袁 如何确保剖宫产率进一步降低是卫生管理者需

渊五冤开展多种形式分娩服务
鼓励助产机构积极开展导乐分娩尧无痛分娩尧自

要思考的问题遥
渊一冤加强多部门的支持与协作

由体位等服务方式袁安排责任助产士定期与孕妇交

促进自然分娩袁 有效降低剖宫产率是一项系统

流袁讲授孕期保健知识袁消除恐惧心理袁满足孕妇生

工程袁离不开各部门的支持和协作遥一是卫生行政部

理和心理上的个性化需求袁提高产妇的分娩舒适度袁

门对工作的重视曰 二是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和妇幼保

减少因疼痛因素造成的剖宫产袁促进自然分娩遥

健人员的执行曰 三是需要其他临床和医技科室的协

渊六冤进行助产机构剖宫产监测

作袁如对夜间产妇实施无痛分娩术袁非常需要麻醉科

建立助产机构剖宫产月报制度袁及时了解全区

医师的支持遥

助产机构分娩数据及剖宫产开展情况袁动态监测异

渊二冤推进健康分娩全程干预

常数据袁每季度对全区医疗机构的剖宫产情况进行

针对孕产妇健康分娩进行全程干预可以明显提

分析总结遥 卫生行政部门每季度对没有达到剖宫产

高自然分娩袁 降低剖宫产率遥 从早期孕妇的健康宣

控制指标的机构进行通报袁实现了对分娩机构剖宫

教袁到孕中期营养门诊尧高危门诊保健服务袁再到分

产的实时督导遥

娩期的无痛分娩尧导乐分娩等服务促进自然分娩袁可

第 猿 期 总第 远圆 期
20员源 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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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圆园圆窑

以普及孕期保健知识袁减轻孕妇的恐惧心理袁增强其

娩尧无痛分娩尧自由体位尧家属陪产尧产后康复等一系

自然分娩的信心遥 调查显示袁经过健康分娩全程干

列人性化服务和延伸服务袁通过拓宽服务范围袁提供

预的孕妇首选自然分娩的比例大幅提高袁剖宫产率

多样化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促进科室效益与服务

明显下降袁效果显著遥

满意度的同步增加遥

渊三冤制订合理的产科绩效考核方案
剖宫产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 猿园耀源园 分钟袁而自

然分娩医护人员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更多袁承担的风
险更大袁但收费却明显低于剖宫产袁导致部分医护人
员倾向选择剖宫产遥 降低剖宫产率会使妇幼保健机
构经济效益减少袁医护人员收入降低袁从一定程度上
影响他们的积极性遥 因此制订合理的产科绩效考核
方案袁对引导自然分娩的医护人员投入的时间和工
作量进行科学核算袁合理补偿袁将有助于激励他们的
工作热情遥
渊四冤拓宽服务范围
产科在做到以产妇健康利益为重袁严格把好剖
宫产手术及医疗安全关的同时袁可积极开拓导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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