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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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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策建议，
供相关
了解常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现状、存在问题，

要院

部门参考。

通过现况调查的方式，并采用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该市在实施均等化方面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包括存在的问题。

总结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

的实施对有效控制疾病流行、
提高居民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缩小城乡和地区间差异、改善居
经费投入和人员配置等，以
民健康状况等方面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仍需进一步加强体系支撑、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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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 根据我国所处的发展阶
段袁 政府利用可支配公共资源袁 满足全体公民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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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

近年来袁 政府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

中尧最迫切及最低水平的公共需求咱员暂遥 圆园园怨 年卫生部

投入袁年人均增长逸员园 元袁其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

等三部委联合下发了叶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

务经费补助标准高于全国袁圆园员猿 年常州市人均基本

步均等化的意见曳 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袁

公共服务经费渊缘缘 元冤是全国渊猿园 元冤的 员援愿 倍遥 圆园员圆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遥 近年

出的增长比例袁但分布不均遥 其中袁天宁区尧钟楼区尧

咱圆暂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尧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袁

年 苑 个辖市区中有 源 个增长比例超过财政经常性支

来常州市在积极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方面

戚墅堰区的疾控经费投入占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例

采取了众多措施袁本文通过现况调查来了解该市在政

是其他辖市区的 圆耀猿 倍袁见表 员遥 从 圆园员圆 年起袁将原

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措施与效果袁结果报告如下遥

一尧资料和方法
采用现况调查的方法袁结合查阅常州市统计年
鉴和卫生局相关资料袁对常州市推动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调查袁包括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投入尧服务网络尧服务项目尧公共卫生
专业人员结构等遥 将原始数据收集整理后袁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遥

先城乡不同标准改为统一标准袁 保障了农村人口与
城市人口享有相同的服务权利袁 对逐步缩小城乡和
地区间差异起到积极作用遥 市与部分辖区渊新北尧天
宁尧钟楼尧戚区冤财政按照 远颐源 比例负担袁市级财政投
入 源 员缘园 万元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实现城乡均
等化遥

圆援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网络

常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尧服务站和乡镇卫生院尧村卫生室等城乡基层

二尧结

果

渊一冤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条件建设

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为全体居民提供遥目前袁全市设有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愿 个袁 城区及辖市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渊中心尧站冤员源苑 个遥 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

基金项目院无锡市卫生局项目野无锡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本核算测算研究冶渊圆园员员匀载猿愿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缘原圆圆
作者简介院吉科一渊员怨怨园原 冤袁女袁江苏常州人袁硕士研究生在读袁研究方向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曰黄晓光渊员怨远源原 冤袁男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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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圆园员圆 年常州市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与疾控经费投入比较
地区
金坛市
溧阳市
武进区
新北区
天宁区
钟楼区
戚墅堰区

经常性支出渊万元冤 增长比例渊豫冤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远苑员
源缘愿
员员怨
源愿圆
员愿怨
圆园远
园远缘

员园园
猿源园
员缘猿
园园园
员远源
远园园
员苑圆

圆园援猿猿
园猿援源员
园缘援远愿
圆源援猿圆
圆源援远圆
园员援员猿
园愿援远苑

疾控经费支出 投入支出差
疾控经费投入
总额渊万元冤 增长比例渊豫冤 占经常性支出比例渊豫冤 总额渊万元冤
值渊万元冤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源源苑援远远
苑缘园援圆远
愿员远援圆怨
源远源援圆怨
缘圆员援圆园
远员怨援猿远
圆愿员援园园

原远援园愿
猿怨援远远
原怨援怨园
原远援苑员
原猿援怨猿
原愿援园猿
员源援圆猿

园援园苑
园援员远
园援员远
园援员园
园援圆愿
园援猿园
园援源猿

员
员
猿
员
园
园
园

愿猿愿援圆远
苑怨园援愿苑
缘源怨援缘源
圆猿苑援圆怨
愿园怨援苑愿
远员怨援猿远
猿苑圆援圆怨

原员 猿怨园援远园
原员 园源园援远员
原员 苑猿猿援圆缘
原苑苑猿援园园
原圆愿愿援缘愿
园援园园
园 原怨员援圆怨

实施一般诊疗费政策和定额补助并广泛开展家庭医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后孕产妇死

生签约服务袁 健康管理服务团队覆盖所有行政村遥

亡率袁婴儿死亡率袁缘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甲尧乙类

新北区为村卫生室尧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了专项设

法定报告传染病年平均发病率逐步下降曰 一类疫苗

备袁辅助检查结果可上传至上级医疗机构遥 武进区

接种率达 怨愿豫以上袁员缘 岁以下儿童乙肝疫苗接种超

创建成省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区遥 全市基本公共卫生

额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遥

员援 孕产妇管理保健水平提高

服务网络得到长足发展遥
猿援 公共卫生专业队伍

全市孕产妇服务和管理水平尧 保健覆盖率不断

我国叶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

提高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遥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尧高危

指导意见曳 中规定袁 辖区人口每万人至少配备 圆耀猿

产妇住院分娩率均达 员园园豫袁 孕妇免费服用叶酸率

生总人员 远援缘苑 人尧卫技人员 缘援猿怨 人尧执业渊助理冤医

婚检全面开展袁婚检率 愿园援远圆豫遥 金坛尧溧阳尧武进尧新

名全科医师遥 目前袁全市平均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卫

师 圆援员缘 人尧护士 圆援员苑 人遥 至 圆园员猿 年袁农村服务人口
约为 圆猿园 万袁每万名农民拥有疾控人员约 圆 名尧防保

达 愿愿援远源豫袁孕产妇 匀陨灾 病毒检测率达 愿远援愿远豫遥 免费
北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和农村妇女增补叶酸等
重大妇幼卫生项目袁武进区开展野两癌冶检查工作遥

医生 圆耀猿 名袁拥有村卫生服务站 愿耀怨 个遥 其中市疾
控中心有专业技术人员 员缘远 人袁硕士研究生学历以

圆援 慢性病管理逐步规范化

全市慢性病管理有序开展袁 管理覆盖率和规范

上人员占专技人员总数的 猿圆援苑豫袁 高级职称 猿源 人袁

管理率不断提高遥根据常州市卫生局统计数据袁截至

预防控制中心人员学历普遍较低袁以本科尧大专为

计算机管理率 苑园援圆远豫曰 其中全市 远园 岁以上老人健

占 圆员援愿豫袁中级职称 愿缘 人袁占 缘源援缘豫遥 而辖市区疾病

圆园员圆 年袁 常州市累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圆员远 万份袁

主袁中专及以下占 员 辕 源袁多为非预防医学专业袁职称

康档案 缘园 万份袁建档率达到 员园园豫曰登记高血 压患

以初尧中级为主袁约 员 辕 源 在初级以下遥 从事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的专业人员不足袁乡尧村两级预防保健医生
大多为中专及以下袁专业知识匮乏遥
源援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常州市推行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师团队
服务和责任医生制度袁为社区居民提供综合尧连续尧
上门服务袁开展不间断健康管理遥 员员 大类 源猿 项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全面推进袁 各项指标达到省定标准遥
其中免费实施的包括院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袁健康教

者 员苑猿 猿苑缘 人袁规范化管理率 怨源援缘远豫曰登记 圆 型糖
尿病患者 猿怨 怨缘猿 人袁规范化管理率 怨远援缘猿豫曰登记重
性精神疾病患者 员源 愿圆员 人袁登记率 苑源援源豫袁规范化
管理率 怨苑援愿猿豫遥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苑怨援猿圆豫袁

计算机管理率 怨远援远猿豫曰 社区 远缘 岁以上老人健康管
理率 怨愿援园苑豫曰社区高血压尧圆 型糖尿病尧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在 怨苑 豫以上遥
明化

猿援 基本公共卫生经费具体支出去向和构成 透

育袁预防接种袁传染病防治袁高血压尧糖尿病等慢性病

目前袁 常州市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袁儿童保健袁孕产妇保健袁老年

规范袁 对社区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执行

人保健遥 圆园员猿 年推进了野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冶创

年初预拨 愿园豫办法袁同比提前近 员 个月预报遥 圆园员圆

病患者规范化管理服务袁实施脑卒中高危人群复查

立居民健康档案袁源员园 万元用于健康教育袁源远园 万元

建袁并加强高血压尧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重性精神疾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中 苑猿愿援缘 万元用于建

和干预项目遥 此外袁创新性地将野酒驾干预冶纳入基

用于预防接种袁圆源园 万用于传染病防治袁远远园 万元用

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指标袁并实施定期考核遥

于儿童防治袁猿苑愿 万用于妇女保健袁猿猿园 万元用于老

渊二冤实施效果

年人保健袁苑源园 万元用于慢性病防治袁员愿园 万元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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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依据袁 因此建立科学的基本公共卫生成本测
算体系袁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够统一系统的测算袁
从而合理制订与财力相适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体现政府卫生惠民

各辖市区还应在考核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数量和质量

的主要方面之一袁本研究可见常州市基本公共卫生

等指标基础上袁进行全额补助袁积极鼓励社区卫生服

服务体系已经建立袁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切

务机构既要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正常 开

实尧全面的推进袁服务量不断增加袁但均等化不仅体

展袁又要保障疾控机构的正常运行 咱猿原源暂遥 全市卫生支

现在量的变化袁 还应注重服务质量和内涵的提升遥

出应由市区和大医院转向农村和基层卫生组织袁重

此外袁在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还

点支持乡尧村两级卫生机构袁促进城乡基本公共卫生

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服务的均等化遥

渊一冤存在问题
员援 公共卫生经费保障仍然不足

圆援 提升基层机构服务能力

卫生人才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关键袁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袁常州市公共卫生的财政投

卫生人力系统各项政策缺位及缺乏袁 不能满足人们

入一直不足袁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疾控的投入袁但按

的公共卫生需求 咱缘原远暂遥 各辖市区及乡尧村级人员队伍

照 圆园员圆 年常州市常住人口 源远愿援远愿 万来看袁 全市人

均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仅为 员园援源远 元遥 圆园员圆 年常州市

质量低袁不能有效提供相关服务袁应加大力度培养公
共卫生专业人才袁重视人员培养的实用性和时效性袁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经费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例除

在人员的准入尧使用尧管理及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统

天宁区渊园援圆愿豫冤尧钟楼区渊园援猿园豫冤尧戚墅堰区渊园援源猿豫冤

筹和规范袁保障人员的稳定性尧工作的平衡性和可持

之外袁其余各区均在 园援员缘豫以下袁各区的支出费用更

是远高于投入经费遥 财政对基层公共卫生的投入相
对不足遥
圆援 城乡差距仍较大

续发展 咱苑暂袁以适应当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面
临的内外环境变化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由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 咱愿暂袁随着项目增多和内涵的
改变袁有必要开展卫生资源配置与相应政策的研究袁

与城市人口相比袁占近一半的农村居民无论是

针对当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特点袁 有计划地

拥有的公共卫生人员数还是财政经费的比例都较城

进行编制调整袁细化激励机制遥可根据基层医疗机构

市居民低遥 其中武进区在二市五区中政府疾控经费

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尧质量以及社会满意度等袁

投入最高袁 但万民农村居民拥有防保医生却最少遥

制定绩效考核细则袁促进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科学尧规

全市每千人口拥有卫技人员 缘 人袁但农村只有 圆 人

左右遥 理论上农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县尧乡尧村
三级服务网络共同完成袁实际情况是乡尧村机构基本

范地实施遥
猿援 完善项目服务机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范围过大是各地存在的

实现一体化管理袁但村级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袁承担公

一个普遍现象袁 一方面向公众承诺提供大而全的公

共服务较少遥 而肩负着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乡尧

共卫生服务袁 另一方面现有资源和服务能力又无法

村两级预防保健医生数量不足且专业知识匮乏遥各辖

满足公共卫生服务全包的要求咱愿暂遥 应结合常州实际袁

市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的整体水平和能力尚不

科学制定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和标准袁 随着社会经济

均衡袁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较城区有较大差

的发展循序渐进地实施和落实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袁

距遥 中高级人才短缺袁初级人才过剩袁也是目前存在的

并不断完善袁扩展公共卫生服务覆盖范围袁充实公共

明显不足遥宰匀韵 在中等发达国家中制定的标准为高尧

卫生服务内涵遥 要加快制定统一的叶常州市基本公共

中尧初三级卫生技术人员比例为 员颐猿颐员袁而我们离这一
标准尚有相当大的差距遥
渊二冤对策与建议
员援 建立合理的财政投入机制

无论就全国还是常州市而言袁对医疗卫生投入
的比重均不足一般预算支出的 缘豫袁 加之受经济利

卫生服务规范曳袁确保服务质量和效果袁切实保障城乡
居民均衡享有安全尧便捷尧高效的公共卫生服务 咱怨暂遥

进一步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袁 也是逐步实现人人享
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重大举措袁 常州市通过
一系列措施在控制疾病流行尧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等

益的驱使和野重治轻防冶的思想袁对公共卫生的投入

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袁 但仍需进一步缩小城乡和地

比重低袁 不利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遥

区间差异袁 并解决在经费投入和人员配置中的不完

由于成本核算是确定政府定额补助额度和收费标准

善之处遥 建议将进一步围绕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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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化作为常州市近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来
进行实践和探索遥
致谢院对本次调查中受到常州市卫生局虞国良尧潘国才尧
陈文宇三位同志的协助袁一并表示衷心感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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