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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新医改环境下实现公立医院公益性已成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在系统

文献复习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当前公立医院公益性内涵进行了界定，对公益性淡化引起的医
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失衡、医院自我定位与政府定位背离、医患之间信任缺失与矛盾突出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化政府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主体责任，落实公立医院公益性
“逼”与“促”双举措，
载体责任，构建政府监管、供给竞争、保险购买“三足鼎立”医疗服务运行机制，
鼓励公益性捐赠等推动公益性落实的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公立医院公益性落实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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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主体袁肩负着

适宜性尧可及性及可行性问题袁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

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

质量和效率袁同时承担着健康教育尧下乡义诊尧抢救

担袁承担着坚持和维护公益性的责任遥 然而袁随着医

治疗无主患者等社会医疗救助袁履行救死扶伤尧防病

疗机构市场化的发展袁政府对公益性引导及监管缺

治病的社会责任曰马路宁 咱猿暂提出公立医院应该具有

乏袁加之公立医院自身逐利动机突出袁部分医院出现

非营利性袁要坚持以社会效益为首位袁为人民群众提

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袁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原

供公共卫生服务尧 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教育和科研服

则尧服务水平等受到影响袁回归和坚持公益性已成为

务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等曰吕志等咱源暂坚持

当前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环节和目标遥 圆园员圆 年以

公立医院应该以患者为中心袁 把社会效益放在第

来袁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文

一位袁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尧低价尧适度和安全的

件中袁都将建立维护公益性尧调动积极性尧保障可持

医疗卫生服务遥 国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主要体现

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作为其重要内容遥 站在落

为野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冶尧野拾遗补缺冶袁强调保

实医改任务要求袁满足医院发展需求和维护患者健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袁为低收入人群尧无医疗保

康权益的十字路口袁怎样更好地实现公立医院公益

险及弱势人群提供服务袁 同时还承担着控制医疗

性袁已成为当前新医改环境下的一个重要课题遥

卫生总费用尧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尧维护医疗卫
生公平可及等多方面的责任袁 保持成本的相对低

一尧公立医院公益性内涵界定

廉和服务的适宜性遥

公益性袁即公共利益袁指野体现社会全体或大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袁 公益性指的是在自己承

数成员利益需求袁让他们共同受益袁且具有公众性尧

担成本的同时袁将收益回归社会遥作为公共卫生事业

非竞争性的那类社会公共事务遥 冶 对于公立医院公

的重要一环袁 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从本质上决定了公

益性袁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理解袁如苗卫军等 指出

立医院的公益性遥简单地来说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就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就是要解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尧

是医院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遥具体来说袁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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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院一是服从国家袁

给患者袁加之公立医院自身缺少强化公益性的动力袁

即积极执行和实施国家医疗卫生改革政策袁响应国

部分医院出现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尧 片面追求高收益

家的重要医疗卫生举措袁承担保障医疗服务公平尧合

服务项目和高价药品现象袁 而对费用控制尧 质量改

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尧引导医疗服务市场规范运作尧

善尧效率提高等社会效益改善和提升力度明显不足袁

控制医疗卫生用品价格稳定等宏观政策功能袁承担

医疗卫生服务公益属性被市场经济环境引导袁 从而

法定和政府指定的突发紧急医疗救援尧 对口扶贫尧

导致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失衡遥

野三支冶等任务 袁承担医学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教
咱缘暂

育教学等任务曰二是服务社会袁即参与社会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袁宣传普及公共卫生知识袁承担医疗保
障尧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等职能袁以及在突发重大疫
情时袁合理高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疫情的防治

渊三冤医患之间信任缺失尧医患矛盾突出
据统计袁圆园员缘 年 怨 月底我国公立医院诊疗人次

数达 圆员 怨苑远 万人次袁占诊疗总人次的 愿愿援愿源豫袁民营
医院仅占 员员援员远豫咱远暂袁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中占据主体地位袁 加之在市场导向下优秀的医疗资

和疫苗的研发当中去袁保障社会稳定安全曰三是服务

源向大城市尧大医院倾斜袁使得公立医院在质量和数

群众袁即公立医院应以患者为中心袁控制医疗费用不

量上都具有垄断地位袁患者只能被动接受遥 其次袁医

合理增长袁注重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袁尽可能为人民

患之间在医学知识和医疗服务信息掌握的不对称袁

群众提供优质尧廉价尧高效尧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遥

使得医务人员在治疗方案制定上有着绝对的话语

二尧公立医院公益性相关问题

权袁 加之人性的自私和经济人的本性容易造成医务
人员道德滑坡袁而在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尧医患之间沟

当前公立医院公益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益性

通交流等方面重视不够袁 当医疗服务质量和效果未

淡化尧虚化袁以及由此引发的医院自我定位与政府定

能达到预期时袁患者便会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尧

位相悖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失衡尧医患之间信任缺

技术能力等产生质疑袁从而造成医患之间信任缺失尧

失等问题遥

医患矛盾突出遥

渊一冤医院自我定位与政府定位严重背离
在医疗机构运作及服务领域中袁野行政化冶的烙
印一直清晰可见遥 一方面政府长期以来对医疗卫生

三尧推动公立医院公益性落实的思考与建议
渊一冤强化政府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主体责任

发展投入过少袁也未能针对投入对象发展水平制定

平衡政府与公立医院权利与责任配置遥 政府完

差异化尧高效化的投入政策袁迫使不少公立医院通过

善顶层设计袁 在公立医院改革政策中充分明确对公

市场化行为来自负盈亏袁导致其通过财政投入引导

立医院公益性实现的具体要求袁 同时发挥调节的干

医院进行竞争的把控力逐渐弱化曰另一方面政府对

预职能袁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和监管调控袁促使医院之

公立医院的监管弱化袁政府职能与市场边界不明确袁

间进行基于绩效的竞争袁逐步探索由政府出资建立尧

医疗卫生管理不明晰又相互重叠袁且对公立医院缺

以完成相应基本医疗服务任务为主要职能的公立医

乏科学有效的实时监管评价机制袁公立医疗机构在

院办医结构遥 其次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补偿力度袁

实现公益性方面没有将公平可及作为自身发展的出

充分弥补公立医院因为经营导致的成本缺口袁 特别

发点和落脚点袁没有制度动力和指引遥 政府对公立

是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和政策性亏损的投入袁 逐步淡

医院权利与责任配置不平衡袁两者协调过程矛盾多袁

化当前公立医院资产经营属性遥最后袁加强对公立医

导致医院在市场化的运作环境中难以完成政府设立

院人事与薪酬管理制度改革袁实行院长年薪制袁其薪

的公益性指标袁从而造成医院自我定位和政府目标

资由财政全额负担袁由卫生部门按月发放袁对院长进

定位背道而驰的局面遥

行全面考核袁考核结果与院长年薪发放挂钩袁促使院

渊二冤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失衡

长回归尧强化医院管理角色遥 此外袁还应完善公益性

卫生事业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性事业袁

考核与评价制度尧投入补偿机制尧监督管理机制等运

属于第三产业袁医疗卫生服务作为特殊消费品袁它要

行机制袁保障尧促进公立医院公益性有效落实遥

求其以社会效益为首位袁在保证健康及健康治疗的

渊二冤落实公立医院公益性载体责任

基础上袁产生经济效益来维持基本运作袁从而保证医

公立医院要以身作则袁 转变粗放型的高消耗低

院基本支出和医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遥 然而袁

效益的投入产出经营模式袁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

由于我国医疗行业长期投入不足袁在特定历史阶段

率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袁进行技术创新袁推进信息化

给予了以药补医政策袁允许医院药品加成 员缘豫销售

建设袁降低运营成本遥同时积极探索股份制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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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袁厘清政府尧卫生行政部门尧医院的责权利关系袁

作出特殊贡献的企业及社会组织袁 政府应给予政策

建立现代医院法人治理结构袁以优质的服务尧良好的

上的扶持及社会影响力的肯定袁提高企业尧个人及社

技术尧合理的价格为群众提供基于基本需求的服务遥

会组织的公益积极性遥

转变医院收支模式和医务人员薪资结构袁使业务收

公立医院改革是事关亿万人民健康尧 千家万户

入来源从大处方尧高精尖检查尧药品耗材向医疗技术

幸福的重大民生问题和社会系统工程袁 为此必须立

价值转变袁减轻患者就医负担遥 增强医务人员职业

足国情和民情袁 坚持以人为本袁 强化社会公益性原

技能和提高道德修养袁注重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袁促

则袁并充分调动医疗服务人员积极性袁把基本医疗卫

使其在工作中加强人文关怀袁树立野治病救人冶的价

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袁 以人人享有基本

值观遥

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为群众提供

渊三冤构建政府监管尧供给竞争尧保险购买野三足
鼎立冶的医疗服务运行机制
通过监管方管理体制改革尧供方竞争机制再造

安全尧有效尧方便尧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袁切实有效缓
解并最终解决群众野看病难冶尧野看病贵冶问题咱员园暂遥新一

轮医改方案强调了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核心地位和政

以及保险方支付方式改革来实现医疗服务供求平

府的主导责任袁 但同时不能忽视公立医院公益性载

衡袁构筑完善医疗服务运行机制咱苑暂遥 一方面通过加强

体任务落实袁 应协调好政府及医院权利尧 责任的平

政府监管职能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尧基本公共卫生服

衡袁重视医疗服务市场尧社会环境等在推动公立医院

务制度来规范医疗服务袁充分发挥政府调节作用袁同

公益性落实中的作用袁努力构建起政府尧公立医院尧

时通过绩效考核来引导财政投入袁运用宏观上的野投

患者尧社会等多方满意的医疗服务体制遥

入垣监管冶双管齐下管理手段袁强化公立医院落实公
益性的监管目标曰另一方面医疗机构通过管理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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