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卫生计生完美收官“十二五”

件件件件实实事事合合民民意意惠惠民民生生暖暖民民心心

五年，创新发展，透过我们的
笔端，见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
推进，深入发展；五年，协调发展，
通过我们的眼睛，见证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基础的夯实；五年，开放发
展，跟随我们的脚步，见证多元化
办医格局的实现；五年，绿色发展，
通过我们的镜头，见证医疗环境的
改善，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五年，
共享发展，通过我们的感受，见证
全市卫生计生人以提高群众健康
水平和人口素质为己任，全面两孩
的实施、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的融合
等等，走出了一条合民意、惠民生、
暖民心的卫生计生发展之路……

站在“十二五”和“十三五”
交汇的节点，聊城卫生计生人再次
启航，书写下一个聊城卫生计生的
辉煌。

本报通讯员 王长新 记者 王尚磊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显著提高

从居民健康状况改善指
标来看，全市人均期望寿命从
2010年的76 . 5岁提高到2015
年的77 . 81岁，比“十一五”末
增长1 . 31岁，婴儿死亡率、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
亡率分别降至3 . 14‰、4 . 07
‰、5 . 5/10万，明显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提前实现“十二五”
规划。

先后争取国家、省里的投
资项目93个，投资6 . 5亿改造
建设县级医院9所、乡镇卫生
院62所、县级疾控机构2所、卫
生监督机构和医疗急救中心8
所，改扩建业务用户面积29 . 7
万平方米，全市所有乡镇卫生
院业务用房达标率100%；全面
完成了16所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94所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站建设；投资1 . 05亿元，
建设了1500所标准化的村卫
生室，覆盖了所有行政村的目
标。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固定资产总值46 . 15亿
元。120院前急救服务台统一
调度全市37所急救站，配置院
前急救车辆125辆，急救人员
7 0 0 人 ，已 受 理 急 救 电 话
3350368次，出动车辆743068
次，救治患者645897人。组建
了万人“奉献爱心应急血库”
和300余人的“稀有血型”档案
库，在2015年全国无偿献血表
彰中，聊城市共有1463人获得

“无偿献血奉献奖”，连续6次
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
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持续深化

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3项基本原则，突出医疗、
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统筹
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实现了阶
段性目标。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实现全覆盖。全市16家县

级公立医院进行了综合改革
试点，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实
行零差率销售，破除了以药养
医机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
运行机制巩固完善。在全市所
有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省统一规划的1490
所村卫生室、规划外的34所村
卫生室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
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全部网
上统一采购，集中配送和零差
率销售，药品价格大幅下降。

2012年，在全市县乡公立
医院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
后付费”模式，成立医患维权
协会，建立健全了医患纠纷第
三方调处机制。东阿县作为全
省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县，在全省率先进行
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取消了
院长行政级别，其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改革在全省乃至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市卫生计生
委被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与发
展高峰论坛委员会评为“2015
年全国医疗卫生改革示范单
位”。东阿县作为全国县级医
院的唯一代表在全国医疗管
理工作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水
平明显增强。聊城市人民医院
成功创建为全省首批3个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之一，跻身全国
地市级城市综合医院前十强，
在鲁西和冀鲁豫3省交界地区
的技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更加突出。聊城市人民医院、
聊城市中医医院分别通过“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和“三级甲
等中医医院”评审，率先成为
鲁西及周边市中唯一实现市
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双三
甲”市；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通过“三级综合医院”评审；18
家医疗机构通过“二级甲等医
院”评审；东阿县人民医院成
为全省参照三级综合医院管
理的首批二级医院之一。

出台了《关于推进医疗联

合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引导
医疗机构通过联合、托管、技
术协作等形式，“上挂下联”建
立多个医疗联合体，城市医疗
机构已通过托管、技术协作等
形式，与基层、民营医疗机构
建立医疗联合体7个。市二院
全面推进集团化建设，对上加
入省立医院集团，对下已与河
北、河南、德州12家县级医院
签订合作协议，初步建成了覆
盖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医疗联
合体。开展县乡村一体化管理
试点，探索县管乡用、乡招村
用的卫生人才管理模式。全市
共建成国医堂118家，基本实
现了乡镇卫生院国医堂建设
全覆盖。聊城市在鲁西和冀鲁
豫三省交界的医疗卫生新高
地地位得到巩固，区域内技术
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
出。2014年聊城市被中国互联
网新闻中心授予“全国医改便
民(惠民)典范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完善

以让群众“不得病、少得
病、晚得病”为目标，持续提高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争取国家、省里的投资项
目，投资6 . 5亿改造了9所县级
医院、62所乡镇卫生院，全市
126所乡镇卫生院全部建起了
门诊楼、病房楼，业务用房达
标率100%；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体系初步建立，全市16所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4所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全面
完成，新型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实现无缝隙覆盖；村卫生室网
底建设更加牢固。2010年，纳
入省统一规划的1490所村卫
生室提前一年完成建设任务，
建设总投资1 . 05亿元，改扩建
业务用房面积达2 . 2万平方
米，达到了覆盖所有行政村的
目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
实现均等化。全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按项目规范扎实开展

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项目经费由2009年每人15元
增至今年的40元，城乡居民在
家门口便能享受到免费、公
平、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目
前，全市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
档人数530 . 93万人，建档率达
8 8 . 8%，预防接种建证率达
99 . 35%，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
过上级要求。连续多年实现重
点传染病“无暴发流行”目标。
在全市开展了数字化预防接
种门诊创建工作，目前已建成
47家，在建10家，数量与比例
都走在了全省前列。爱国卫生
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2011年，顺利通过“国家卫生
城市”第一次复审；2015年，成
功蝉联“国家卫生城市”殊荣。

低生育水平

持续稳定

严格落实人口计生工作
“三不变、四到位”的要求，坚
持和完善人口和计生目标责
任制，狠抓职责落实。平稳实
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
策顺利启动，连续多年保持低
生育水平。扎实推进计生服务
管理改革，创新实施出生人口
性别比综合治理“六大工程”，
完善计划生育工作责任追究
制度，每年市委、市政府总结
表彰大会或全市卫生计生工
作会上，市委、市政府根据计
生责任不到位的单位，视情况
实施重点管理、黄牌警告、重
点关注或通报批评，并对相关
责任人落实了“一票否决”，性
别比较“十一五”末下降明显。

积极实施出生缺陷干预，
出生缺陷发生率下降明显，扎
实推行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等项目，出生人口素质
等到有效提升。积极推进计划
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利益导向
政策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扶助标准逐年提
升。全面落实生育服务证改革
措施。结合市纪委巡查，进一
步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制定
便民利民措施，切实解决群众

办证难问题。组织开展流动人
口计生关怀关爱专项行动。东
昌府区深入扎实开展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数据质
量进入全国前十名。

城乡健康知识传播体系

日臻完善

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农
民健康服务行动惠及千家万
户。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聊城
市 就 实 施 了“ 全 民 健 康 工
程”，从农民健康服务行动、
开展健康教育知识巡讲、举
办干部保健大课堂3个层面
展开工作。

实施“全民健康工程”。至
2014年，全市农民健康服务
行 动 共 为 农 民 诊 断 疾 病
42963人次，健康查体129935
人 次 ，发 放 健 康 教 育 资 料
2 2 6 8 8 1 份，建立健康档案
136343份，为农民节约医药
费近4568258万元。培训乡、
村卫生技术人员8000余人次.
组织健康巡讲。至2014年，组
织健康教育巡讲团及医疗单
位健康教育专家开展巡讲活
动5147余期，免费发放健康
教育资料83万余份，39万多
人次直接受益。先后邀请19
名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保健
专家，开办28期健康知识讲
座，3万多人次直接受益。被
省卫生厅原厅长包文辉赞誉
为一项创新性举措，省卫生
厅以转变服务模式的典型推
荐到2011年全国卫生工作会
议上。开展“赶大集、送健康”
活动。全市各单位开展活动
264次，选派医务人员1921人
次，义诊29257人次，发放健
教材料近8 . 5万余份，赠送药
品价值6 . 2万余元。开办“农民
健康大讲堂”，推出全新健康
宣教栏目《健康聊城》，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对群众关注
的养生保健、疾病预防等知识
进行权威解读。2012年，聊城
市健康教育工作以总分第一
的成绩获“山东省健康教育优
秀单位”称号。

义诊服务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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