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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社区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分析
邵海亚 员袁戴小婷 员袁程向前 圆

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援南京市第二医院人事科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园猿冤
摘

要院

分析南京市社区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情况。

以南京市 圆园员猿 年城市社区卫生工

作年报为基础，从社区卫生人力数量、学历、
职称、医护比等方面分析南京市社区卫生人力配置情
况。

每万人全科医师为 圆援猿苑 人，医护比为 员颐园援愿，
每万人公卫医师为 园援猿愿 人，
专科及以上学历

达 苑圆援远缘豫，
初级以下职称达 缘愿援猿愿豫。

专业素质
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人力数量不足，

提升社会地
不高，
专业结构不合理。建议以需求为导向培养社区卫生人才，
通过加强继续教育、
稳定社区卫生队伍，
适当增加公卫医师和护理人员的数量。
位、
增加职业发展的机会，
关键词院社区卫生服务曰人力资源曰医护比曰公卫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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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资源是社区卫生工作的基础袁卫生人
力资源则是最重要的卫生资源遥 社区卫生工作者作
为社区首诊的野守门人冶尧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执
行者以及患者尧家庭的健康咨询对象袁其数量和素质
从根本上决定了区域内卫生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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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怨 个区均达到 员 个以上遥

除溧水区尧 高淳区社区卫生服务覆盖人口分别

为 员园援远缘 万人尧员圆援猿苑 万人外袁 其余 怨 个均实现社区
卫生服务全覆盖遥

南京市 圆园员员 年开始逐步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是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效能的第一要素 遥 本文以南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收支两条线制度袁圆园员圆 年执行

分析该市社区卫生人力资源的配置情况袁并提出政

心数为 员员园 个袁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社区卫生服务

咱员暂

京市 圆园员猿 年城市社区卫生工作情况年报表为基础袁

绩效工资遥 圆园员猿 年实行全额预算收支两条线管理中

策建议遥

中心为 员员怨 个遥与医保制度有效结合袁除鼓楼区 员 个

一尧资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于 圆园员猿 年南京市城市社区卫生工作

情况年报表袁从社区卫生人力数量尧学历尧职称尧医护
比等方面分析南京市社区卫生人力配置情况遥 用
耘载悦耘蕴 软件处理数据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遥

二尧结

果

渊一冤社区卫生工作基本情况
由表 员 可见袁圆园员猿 年底袁南京市辖区 愿圆 个街道

以及 缘 个镇已全部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袁共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员圆猿 个尧社区卫生服务站 缘员愿 个袁社
区卫生服务覆盖人口达 苑缘缘援猿缘 万人曰 除溧水区尧高

淳区每 员园 万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为 园援圆源 个外袁

社区卫生服务站外袁 其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已纳
入医保定点机构遥
渊二冤社区卫生人力资源情况
表 圆 可见袁圆园员猿 年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职职

工 愿 怨缘圆 人 袁 其 中 卫 生 技 术 人 员 苑 猿苑苑 人 袁 占
愿源援圆员豫 院 建 邺 区 最 高 愿怨援怨猿豫 袁 栖 霞 区 最 低 仅 为

远猿援园愿豫遥 每万人卫技人员数达 怨援园源 人袁其中雨花台
区每万人卫技人员数最高袁为 员圆援园愿 人曰栖霞区尧浦

口区每万人卫技人员数较低袁 分别仅为 远援缘缘 人和
远援员员 人曰高淳区尧溧水区卫技人员明显不足袁每万人
卫技人员数分别为 圆援园愿 人和 园援怨远 人遥

由表 猿 可见袁每万人临床医师达 猿援愿源 人袁其中

每万人全科医师为 圆援猿苑 人袁 达到了每万名居民配
备 圆耀猿 名全科医师的要求曰每万人公卫医师为 园援猿愿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愿原圆怨
作者简介院邵海亚渊员怨苑源原 冤袁男袁江苏盐城人袁副研究员袁研究方向为社区卫生尧医疗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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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圆园员猿 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布情况
辖区

人口数渊万人冤

玄武区
新秦淮区
建邺区
新鼓楼区
雨花台区
栖霞区
江宁区
浦口区
六合区渊含化工园冤
溧水区
高淳区
全市

园远缘援怨怨
员园猿援圆园
园源源援圆怨
员圆怨援园猿
园源员援猿员
园远远援圆远
员员苑援圆远
园苑圆援源怨
园怨圆援缘园
园源员援愿远
园源员援怨员
愿员远援员园

辖区
玄武区
新秦淮区
建邺区
新鼓楼区
雨花台区
栖霞区
江宁区
浦口区
六合区渊含化工园冤
溧水区
高淳区
全市

表圆

在岗职工渊人冤
园 怨园愿
员 猿员怨
园 缘源远
员 猿苑缘
园 缘苑怨
园 远愿愿
员 远愿苑
园 缘猿苑
员 员远缘
园园缘园
园园怨愿
愿 怨缘圆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渊个冤
园员员
园员源
园园苑
园员苑
园园远
园员园
园圆猿
园员圆
园圆员
园园员
园园员
员圆猿

卫技人员所占比重渊豫冤

卫技人员数渊人冤

与护士比为 员颐园援愿园袁护士数 量不 足袁没有 达到 每名
执业医师至少配备 员 名护士的标准遥

卫技人员按学历分袁本科及以上尧专科尧中专及

以下所占比重分别为 猿圆援员怨豫尧源园援源远豫尧圆苑援猿缘豫遥 卫

技人员按职称分袁高级尧中级尧初级职称所占比重为
苑援园远豫尧猿源援缘缘豫尧缘愿援猿愿豫袁高级职称比重低于叶江苏省

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曳规定的一级
医疗机构的 员园豫袁中级职称比重低于 源园豫耀缘园豫袁初
级职称比重较高遥

所有街道实行居民网格化健康管理袁开展全科
团队建设的中心数为 员圆猿 个袁组建了 苑园园 个全科医

师团队袁其中全科医生 员 怨员圆 人袁公卫医生 猿园愿 人袁
社区护士 圆 园怨缘 人袁其他 员 园猿缘 人曰家庭医生制度实
施的中心数为 员圆猿 人袁家庭医生总数为 员 怨怨员 人袁其

中全科医生 员 怨园远 人袁签约服务 缘缘援远怨 万户袁服务人
数为 员源园援愿怨 万人遥 圆园员猿 年惠民服务 员怨愿 万人次袁减
免医疗费用 员 圆圆圆 万元袁群众满意度达 怨苑援园怨豫遥

愿园援缘员
愿缘援猿苑
愿怨援怨猿
愿远援源园
愿远援员愿
远猿援园愿
愿猿援圆圆
愿圆援缘园
愿园援员苑
愿园援园园
愿愿援苑愿
愿圆援源员

园 苑猿员
员 员圆远
园 源怨员
员 员愿愿
园 源怨怨
园 源猿源
员 源园源
园 源源猿
园 怨猿源
园园源园
园园愿苑
苑 猿苑苑

士 猿援园苑 人袁其中每万人社区护士 圆援缘怨 人遥临床医师

员援远苑
员援猿远
员援缘愿
员援猿圆
员援源缘
员援缘员
员援怨远
员援远远
圆援圆苑
园援圆源
园援圆源
员援缘员

园园圆
园员圆
园园苑
园员员
园员远
园圆愿
员愿猿
园愿缘
员源怨
园员园
园员缘
缘员愿

圆园员猿 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分布情况

人袁远未达到 员 名公共卫生医师的要求曰每万人护

每 员园 万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数渊个冤

社区卫生
服务站渊个冤

表猿

每万人卫技人员数渊人冤
员员援园愿
员园援怨员
员员援园怨
园怨援圆员
员圆援园愿
园远援缘缘
员员援怨苑
园远援员员
员园援员园
园园援怨远
园圆援园愿
园怨援园源

圆园员猿 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构成情况

类别
人员类别
临床医师
其中全科医师
公卫医师
护士
其中社区护士
其他卫技人员
学历情况
本科及以上
大专
中专及以下
职称情况
高级
中级
初级及以下

三尧结

人数

百分比渊豫冤

猿 员猿缘
员 怨猿源
猿园怨
圆 缘园愿
圆 员员源
员 源圆缘

源圆援缘园
圆远援圆圆
园源援员怨
猿源援园园
圆愿援远远
员怨援猿圆

圆 猿苑缘
圆 怨愿缘
圆 园员苑

猿圆援员怨
源园援源远
圆苑援猿源

缘圆员
圆 缘源怨
源 猿园苑

园苑援园远
猿源援缘缘
缘愿援猿愿

论

渊一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人力数量不足且不均衡
综上可见南京市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已经初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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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遥 圆园员猿 年南京每名全科医师服务人口达 猿 怨园缘 人袁

员援怨园 人遥 全科医师的培养袁首先要从高校教育着手袁

人 袁可见南京市全科医师人力数量不足遥 从结构

能袁能独立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现代医学人才遥再者

看袁存在不均衡现象袁每名全科医师服务人口数量袁

通过医疗机构对在职医疗人员进行转岗培训袁 侧重

溧水区尧高淳区分别达 员猿 猿员猿 人尧员猿 苑源源 人遥 同时袁

于全科医生的培养袁 主要是提升基本医疗和公共卫

人尧源 怨怨怨 人袁这些地区亟需增加卫生人力袁特别是全

不足的现状 咱缘暂遥 南京市贯彻叶江苏省社区卫生人员服

渊二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人力专业素质不高

员树立全科医学理念袁掌握岗位业务知识尧服务方法

专业学历水平一般代表着人员的业务素质袁专

和技能袁提高服务能力袁取得了一定成效遥

而 圆园园愿 年北京每名社区医生服务人口数已为 圆 园怨愿
咱圆暂

培养具有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尧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建邺区尧浦口区尧玄武区也分别达到 苑 员源源 人尧远 远缘园

生服务能力袁 同时也有利于弥补公共卫生医师人力

科医师遥

务能力建设专项培训实施方案曳袁使社区在岗卫生人

业技术职称层次则基本反映人员的业务水平 遥 由于
咱猿暂

渊二冤稳定社区医生队伍

多种因素的影响袁如福利待遇尧社会地位尧职称晋升

目前的南京市社区卫生人才队伍袁 是建立以社

等原因袁使得社区卫生机构吸引力不足袁高等医科院

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校毕业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到社区工作遥 圆园员猿 年南京

重要基石袁但需采取多措施吸引专业人才袁稳定社区

占 猿圆援员怨豫曰职称则以初级职称为主袁占 缘愿援猿愿豫遥 学历

一是加强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遥 医疗机构应制

市社区卫生机构卫技人员中袁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

卫生人才队伍遥

和职称偏低反映了社区卫生人力资源的素质偏低袁

定奖励政策袁 鼓励在职人员参加提高学历层次和职

不能满足新医改当前对社区卫生服务提出的需求遥

称水平的学习袁 改善社区医疗队伍的学历结构和职

渊三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人力专业结构有待完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野六位一体冶功能的实现需要

称水平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咱缘暂遥

二是提升社区

卫生人才的社会地位遥表彰优秀社区卫生人才袁利用

相应的卫生技术人员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人力

媒体等形式向全社会广泛宣传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

的专业结构反映了机构的功能遥 南京市社区卫生服

及全科医师的职责袁 切实提高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及

务机构卫技人员中袁每万人全科医师略超过标准袁公

其服务人员的社会地位 咱远暂遥 三是增加社区卫生人才

卫医师则明显不足袁也没有达到每名执业医师至少

职业发展的机会遥 应考虑借鉴国内一些优秀社区的

配备 员 名护士的标准遥 公卫医师不足袁不利于预防

医生培养模式袁 给优秀的社区医师一个高层次的自

保健服务的提供袁甚至不利于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我提升平台遥例如袁上海市通过与英国尧瑞典尧加拿大

的实现遥 护理人员在质量管理要素中属于基础质量

等国际资源的合作袁培养外向型社区卫生人才袁市级

的范畴袁护理人力资源不足袁不利于社区卫生事业健

层面每年选派优秀全科医生尧 社区护士赴国外全科

康有序的发展遥 有研究显示袁南京市利用社区卫生

诊所进行培训遥 可邀请国内外专家定期至南京进行

服务的类型以非病伤诊治为主袁社区卫生服务野六位

授课袁各区也应积极拓展海外培训尧合作渠道袁引入

一体冶的服务功能难以发挥 遥

国际先进经验遥

咱源暂

四尧建

议

渊三冤适当增加公卫医师和护理人员的数量
公共卫生服务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袁也

渊一冤以需求为导向培养社区卫生人才

是目前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遥 公卫医师的

社区卫生人力资源需要通过专业化尧系统化尧针

短缺袁必然影响公共卫生服务的推广和质量袁因此袁

对性的学习与培训袁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

建议增加招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名额袁 并对目前

能后袁才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遥 社区卫生人才的培

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但尚未取得公共卫生专业证书的

养要通过多种渠道袁以需求为导向袁有针对性地培养

人员进行规范化教育遥

社区医疗卫生人才袁特别是全科医生袁先从数量上保

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是否合理袁 不仅直接影响卫

证满足当前的卫生需求遥 和南京市一样袁全国普遍

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袁 也影响卫生系统的发展以及

存在全科医生不足的现象遥 叶圆园员猿 中国卫生统计年

人们对卫生需求满足的程度遥与南京市一样袁全国普

园援愿员 名袁全国仅有北京市尧上海市尧浙江省每万人口

站公布的 圆园员猿 年末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渊站冤医护比

圆援圆源 人尧圆援圆源 人袁 而江苏省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为

才向社区流动遥首先袁应针对护理人员野薪酬待遇冶和

鉴曳 显示 袁圆园员圆 年全 国每 万人 口 全 科 医 生 数 仅为

遍存在着护理人员不足的现象袁 如北京市卫生局网

全科医生数 达到 圆耀猿 名的 标准 袁 分 别为 猿援怨猿 人尧

仅为 员颐园援远远遥 应采取有效措施袁积极引导优秀护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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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职业发展冶来制定吸引和留用护理人员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执业的政策袁切实提高基层护理人员的薪

酬水平袁畅通基层护理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遥 再者袁
加大相应的专项经费投入袁挑选综合医院和示范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护理培训师资袁定期到社区卫生
机构开展护理培训袁切实提升基层护理服务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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