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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制度
让甘肃医疗
“倒金字塔”
逐渐翻转
没有健康，谈不上幸福。甘肃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广大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位置，高度重视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
原则，紧紧围绕“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积极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我省各项医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面对医疗资源“淤积”的格局，甘肃省卫计委建立了以病种为基础，以医保为杠杆的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省、市、县、乡、村医疗机构分级分工制度。
依靠制度分流，甘肃医疗“倒金字塔”逐渐翻转。

1 全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曾几何时，大医院人满为患，
基层医院却冷冷清清。人吃五谷
生百病，看病偏向于去找更好的
医院、更好的科室、更好的大夫，
这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社会心
理缺乏足够科学合理的医疗资源
分配机制时，全社会优质医疗资
源紧缺的状况就愈发凸显。
病分轻重缓急，如果每位患
者都能够在就近的医疗机构得到
适当的诊疗，那么当前总量有限
的医疗资源就能够得到最优化的
调配利用，从而让群众就医更有
获得感。
为“撬动”医改坚冰，近年来
甘肃全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规
定省级医院负责 50+N 种疑难危
重疾病，市级医院负责 150+N 种
常见大病，县级医院负责 250+N
种常见病多发病，乡镇卫生院负
责 50+N 种一般疾病的诊治。为
了保障“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
乡、大病不出县、疑难危重再转
诊”目标的实现，利用医保支付杠
杆撬动，在总额预付的基础上，推

进按病种、按人头付费等复合型
付费方式改革，促进医生下沉、病
人下沉、资金下沉的长效机制稳
固发展。通过结余归己、超支垫
支、违约转诊扣减的办法，引导和
激励医疗机构合理控制费用，引
导和约束患者合理有序就医。
与此同时，调整医师注册管
理办法，医师一区注册、全省有
效，助理医师一县注册、全县有
效，为优质资源下沉松绑加力。
推动省、市、县级医疗机构医师到
县、乡两级开展多点执业，帮助基
层加强常见病诊治，开展新技术
新业务，培养骨干医师，快速提升
服务能力。

2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医疗服务同质化是保证群众
切实受益、分级诊疗可深入推进
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甘肃基层儿科服
务能力严重不足。就拿甘肃省妇
幼保健院来说，以往这所医院每
天都要收治基层转诊来的出生仅
几天的新生儿。该院副院长杨兰
表示，从安全角度说，这样的孩子
应该就近接受治疗，而不是把所
有患儿都转到三甲医院的 NICU。
2013 年，甘肃省卫计委从省
上“为民办实事”项目争取了薄弱
学科建设项目，帮助基层建设重
症、ICU、急诊、麻醉等科室，各个
县医院相继成立了儿科。针对基

层对新生儿儿童危重症处理能力
薄弱的问题，组织省级专家重点
在基层培训国家基本技术规范，
加强当地医务人员对早期疾病的
识别能力。
与此同时，甘肃省妇幼保健
院也鼓励基层医院派人来兰接受
免费“成组配套”培训。
“进修人员
回去以后就知道把一些高危的、
评分有问题的孩子先筛出来，放
在建好的重症救护室做一些基本
的处理，然后由我们的专家通过
远程、微信等各种方式进行指导
干预。现在，基层转诊来院的新
生儿数量明显下降。”杨兰副院长
告诉记者，作为保障措施，覆盖全
省的新生儿儿童危重症的转诊绿
色通道也同步建成。
几年时间，甘肃的分级诊疗
实践不仅促进了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服务能力提升，更让群众满意
度有了很大提升。

3个人卫生支出比重首次降至
30%以下
衡量一个国家的居民看病是
否贵，一个重要指标是个人卫生
支出。
2016 年甘肃省卫生计生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随着政府
卫生支出总量逐年增加、全省医
改持续深入、分级诊疗制度的推
进，我省人均卫生总费用逐年增
长，个人卫生支出比重首次降至

30%以下，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
减轻。
公报显示，2015 年全省卫生
总 费 用 为 654.07 亿 元 ，比 2014
年增加 84.32 亿元，人均卫生总
费用也同比增长 14.41%。城乡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则逐年下
降 ，由 33.92% 下 降 至 29.87% 。
医改作用几何，诊疗量的数
据变化是一个重要参考。与之同
步 ，全 省 分 级 诊 疗 成 效 初 显 。
公报显示，2016 年全省各级
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为 13150.6
万人次，其中，患者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就诊比例为
63.39%，在三级甲等医院就诊比
例为 7.7%。全省三级医院病床使
用率为 89.77%，比上年减少 2.02
个百分点，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情
况有所缓解，与之相对应，乡镇卫
生院病床使用率为 59.99%，比上
年增加 2.95 个百分点。新农合病
人县域外就诊率逐年下降，2016
年 为 15.48% ，较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3.55 个百分点，县域外基金支出
比为 30.67%，
较 2014 年分级诊疗
实施前下降了 11.6 个百分点。全
省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的就医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410 月底前，所有三级公立医院
要启动医联体建设
甘肃省卫计委表示，分级诊

疗制度是对整个医疗服务体系、
服务模式和就医秩序的一项基础
性、长远性、系统性制度设计，是
深化医改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
务。
为了深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该委提出今年还将加快推
进医联体建设。探索采取省级专
科联盟、城市区域内医疗集团、县
乡村一体化管理、远程协作等四
种模式，推进我省医联体建设再
上新水平。在 10 月底前，所有三
级公立医院要启动医联体建设，
所有县区要启动县乡村一体化管
理建设。
全面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建立以乡村医生和社区医生
为服务主体，乡镇卫生院、县级医
院、
省（市）级医院四级医疗机构逐
级签约的
“1+1+1+1”
服务模式，
为
辖区内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
疗和双向转诊、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以及健康管理等。按照构想，
2017
年我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要达到30%以上，
重点人群签约服
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
建档立卡
贫困户、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签约服
务覆盖率要达到100%。
同时，继续加强县级医院能
力建设。确保 2018 年底前完成
58 个贫困县和 17 个插花型贫困
县县级医院重点专科和薄弱学科
建设任务。
兰州晨报记者 赵汇

（上接 A02 版）
兰州中川机场在 T1、T2 航站楼内设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
告展板，从 6 月起在 T1、T2 航站楼出港电子大屏、廊桥、旅客服务大厅、综
合枢纽等显著位置穿插滚动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公益广告，把机
场建设成为宣传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陇南市创新平台载体，依托新媒体矩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
上传播阵地，开发“学习陇南”APP，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建设
“乡村大数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新风尚，促进乡村和谐，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全省上下紧紧围绕“十大创建行动”安排部署，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不
同载体传播核心价值观，通过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核心价值
观融入群众生活中。利用旅游景区特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和特点，设置宣传
主题；利用新兴媒体资源优势，建设核心价值观“互联网+”空中宣传阵地；
各高速公路的市区县城出入口，建立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公益广告牌、电子
显示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陇原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12 日，兰州市迎来晴朗的好天气，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暖暖的阳光。兰州晨报记者 赵鑫远 摄

兰州市将开展全域无垃圾三年专项整治行动
兰州晨报讯（记者王钊）10 月 12 日，记者从兰州市政府获悉，为了整治城市环境，让城市更秀
美、更整洁，兰州市将在全市开展全域无垃圾三年专项治理行动。三年内，兰州市将实现城乡无非
正规垃圾堆放点，视野之内（村镇周边、交通沿线、景区周围）无垃圾的城市良好精神面貌。通过此
次专项行动，兰州市还将切实解决城镇停车难、车辆乱停放及“马路市场”、
“小广告”等问题，修整
改造老旧失管小区、背街小巷，清理乱搭乱建等现象。

主题活动 教育宣传推动人人实践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行动。参与
面越广，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就越深厚。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必须坚持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以教育引导实践、以实践深化教育。
定西市利用升国旗、
入党入团入队等仪式和重大纪念日、
民族传统节日，
开展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
使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校园德育教育深度融合，
在电力、
金融等各大企业及地方民营企业的办公区、
活动室等显要位置设置了
核心价值观宣传牌，
在企业内部组织开展了岗位学雷锋、
“雷锋示范岗”
等创建
活动。全市各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窗口单位在电梯间、
办公场所均设置了核
心价值观
“24字”
或
“图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宣传画，
干部职工熟知
“24字”
主
要内容，
引导大家从国家、
社会、
个人三个层面深刻解读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
用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动。
白银市组织开展群众性创建活动，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白银精神相
结合，
先后举办了
“价值引领·铸城市之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
文明有礼白银人”
征文大赛等主题实践活动，
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
继承创新
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突出美德少年评选、
童心向党歌咏比赛、
向国旗敬礼、
“学
党史、
学国史、
学市史”
知识竞赛活动和
“文明进校园”
道德实践等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犹如春风化雨，正贯穿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方面，
成为全省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甘肃日报记者 徐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