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县级公立医院
改革是公立医院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 “十二
五” 期间对此设立了哪
些主要工作目标？

答： “十二五” 期
间， 我们要全面推进县
级医院改革。 主要的工
作目标有两个： 一是以
破除“以药补医” 为关
键环节， 统筹推进管理
体制、 补偿机制、 人事
分配、 采购机制等方面
的综合改革； 二是实施
便民惠民措施， 加强以
人才、 技术、 重点专科
为核心的能力建设， 力
争使县域就诊率提高到
90％左右， 基本实现大
病不出县。

问： 在破除“以药
补医”、 改革补偿机制
方面， 将采取哪些措
施？

答： 医院取消药品
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
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
价格和增加政府投入等
途径解决。 要发挥医疗
保险补偿和控费作用，
推行总额预付、 按病
种、 按人头、 按服务单

元等付费方式改革。 合
理提高诊疗费、 护理
费、 手术费等体现技术
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
格， 并与医保支付政策
衔接。 要规范药品采购
供应， 落实和完善政府
财政投入政策， 特别明
确严禁县级医院举债建
设。

问： 如何推进相关
综合改革呢？

答： 要创新编制和
岗位管理， 深化用人机
制改革， 给予医院用人
自主权， 建立能上能
下、 能进能出的灵活用
人机制； 建立符合医疗
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扩大医院业务支出中用
于分配的比重， 确保改
革后医务人员收入有所
增加； 建立健全法人治
理和完善内部运行管
理， 加强绩效考核， 建
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要加强卫生行政部门监
管， 充分发挥医保机构
对医疗服务行为和费用
的调控引导和监督制约
作用， 加强行业自律和
社会监督。

二、分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十二五医改重点突破三方面

05２０12年3月27日 星期二 特别关注责任编辑： 颜青 版式设计： 洪学智

问： “十二五”
期间， 我国医改将如
何实现三个重点突破？

答： 在加快健全
全民医保体系方面，
一是巩固扩大基本医
保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提高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支付比例， 明显
缩小与实际住院支付
比例的差距。 二是完
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
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
基本医保管理体制，
探索整合职工医保、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
合制度管理职能和经
办资源。 三是改革完
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切实规范医疗服务行
为、 合理控制费用、
推动县级医院和基层
医疗机构综合改革。
四是提高基本医保管
理服务水平， 全面实
行统筹地区即时结算，
加快推进跨省即时结
算。 提高新农合统筹
层次， 探索委托商业
保险机构经办新农合
管理， 鼓励利用新农
合基金购买商业医疗
保险， 完善补充医疗
保险。 五是探索建立
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
力争 2012 年年底前全
面实施已经开展的儿
童先心病、 白血病等
8 个病种的保障， 并
在 1/3 左右的统筹地
区增加肺癌、 急性心
肌梗塞、 血友病、 甲
亢等 12 种疾病， 充分

发挥多种形式补充医
疗保险协同互助作用，
使补 偿水平提 高 到
90％左右。

在巩固完善基本
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
方面， 一是深化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
革， 健全多渠道补偿
机制， 落实财政投入
政策， 加快实施一般
诊疗费并落实医保支
付政策。 健全绩效评
价考核机制， 完善并
落实体现医务劳动特
点的工资和分配制度，
有效提高医务人员积
极性。 二是巩固基本
药物制度， 在村级卫
生机构、 非政府办基
层卫生机构和有条件
的县级医院改革试点
单位全面配备使用基
本药物。 完善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 确保基
本药物安全有效、 供
应及时。 三是提高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能力， 2015 年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达标率达到 95％以上。
建立分级诊疗、 双向
转诊制度， 推进基层
首诊 制度试点 。 到
2015 年为基层培养全
科医生 15 万名以上，
使每万名城市居民拥
有 2 名以上全科医生，
每个乡镇卫生院都有
全科医生， 促进人才
向基层流动， 积极推
进乡村一体化管理。

一、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问： 推进县级医院综合改

革， 主要有哪些工作难点？
答： 一是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 取消“以药补医” 机制其
实是对医院补偿渠道和收入结
构的重塑。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
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 治疗
价格， 不仅能够弥补取消药品
加成后的收入损失， 更可以理
顺对医院的激励机制， 促进医
院健康运行发展。

二是改革医保支付方式需
要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加快
推进按人头、按病种、总额预付
等支付方式改革。支付方式改革
需要相关技术能力的支持和政
策措施的配套。

三是落实财政投入和补助
政策。 特别是在化解县级医院
长期债务方面， 截至 2010 年
底， 全国卫生部门所属县级医
院 5411 家， 资产合计 3390 亿
元， 负债合计 1153 亿元， 其
中， 长期负债达到 318 亿元。
必须在明确县级医院不得举债
建设的同时， 逐步化解旧债。

四是关于人才问题。 县级
医院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普遍
与县域群众的医疗需求不相适
应， 这是当前制约县级医院能
力提升的首要因素。

当前医改已进入攻坚阶段，
尤其需要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
性。要弘扬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健全
以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
主要内容的事业单位用人机制，
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
薪酬制度，强化医药卫生人才投
入机制，创新医药卫生人才培养
开发、使用评价、流动配置、激励
保障机制，为实现医药卫生人才
全面发展提供保障。（据新华社）

四大难点
亟待突破三、

四是加快推进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信息化。
建立以省为单位覆盖
基本药物供应使用、
居民健康管理、 基本
医疗服务、 绩效考核
等功能的信息系统，
到 2015 年， 基层医疗
卫生信息系统基本覆
盖乡镇卫生院、 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和有条
件的村卫生室。

在积极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方面， 以破
除“以药补医” 机制
为核心， 统筹推进综
合改革。 2015 年要实
现县级公立医院阶段
性改革目标， 全面推
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三年医改五项重点任
务已基本完成， “十二五”
期间医改将如何推进？ 卫生部党
组书记、 副部长张茅就此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十二五”
期间医改将力争在健全医保体
系、 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及基层医
疗机构运行机制、 积极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三个方面取
得重点突破。

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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