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计委妇幼司司长秦耕在市妇幼保健院调研湘潭市“妇幼保健联合体”情况

�������经过湘潭市妇幼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2016年， 该市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 7.01/10万， 新生儿死亡率
1.51‰， 均处于全省最低水平， 该市被省卫生计生委评定为“2016年度母婴安全保障工作先进市州”。 这一
殊荣， 凝聚着全市妇幼卫生工作者的心血， 更是对 2016年该市妇幼健康服务工作成绩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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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健康一片天
———湘潭市妇幼健康服务工作纪实

�������精心部署， 为妇幼健康工作提供政策支
持 历年来， 湘潭市委、 市政府非常重视妇女儿童
健康， 新时期， 更是对妇幼健康服务工作高度关
注和全力支持。 市委书记曹炯芳、 市长谈文胜在
多个场合 ， 对妇幼健康工作的重要性一再强调 。
市长谈文胜更是先后 2 次亲临市妇幼保健院进行
督导和慰问。 2016 年， 市政府将孕产妇孕产期健
康知识普及行动、 建立贫困危重孕产妇救助机制、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等纳入重点民生实事， 市财
政安排 100 万元用于母婴安全管理和贫困危重孕
产妇救助， 50 万元用于孕产期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其次， 湘潭市强化各级母婴安全管理责任， 市人
口计生领导小组将孕产妇系统管理、 孕产妇死亡
率等纳入对县市区、 乡镇 （街道） 计生考评内容；
市卫计委将孕产妇死亡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
纳入对县市区和市直医疗卫生机构绩效目标考核
内容， 制订了 《孕产妇死亡责任追究办法》， 强化
各级党委政府、 医疗保健机构对妇幼健康工作的
领导责任。

机构改革， 服务进一步提升 2016 年， 经省
编办批复同意， 组建 “湘潭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 设立 “湘潭市妇女儿童医院 ”， 与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一个机构三块牌子， 将妇幼
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 服务职能进行整
合，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成为全市妇幼健康与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和指导中心。 同时， 该市全力推进
基层机构的资源整合， 各乡镇、 街道设置卫计办
承担妇幼健康服务管理工作职能。 目前， 市、 县、
乡三级计划生育与妇幼保健技术服务资源全部整
合到位， 卫生计生网络实现对接。 妇幼保健和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的优化整合， 使两者资源共
享、 优势互补， 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更加
健全， 服务机制更加完善， 进一步强化了人群生
命健康全过程管理， 促进了出生人口素质和妇女
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

作为全市妇幼健康工作的龙头， 市妇幼保健
院还率先深化改革， 认真落实国家卫计委文件精
神， 设立了儿童健康中心、 围产医学中心、 妇女
健康中心、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等四大临床与
保健密切结合的业务部门。 四大中心成立后， 临
床和保健学科协调均衡发展， 服务流程进一步优
化， 妇幼保健机构服务特色更加明显， 服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更好满足了妇女儿童健
康需求。

加强硬件建设， 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 为进一步强化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去年，
市委、 市政府将市妇幼保健院妇幼健康服务大楼
建设项目列入 2016 年重点民生工程， 争取到中央
专项建设资金。 同时将湘潭县、 湘乡市、 雨湖区
三家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项目纳入 “十三五 ”
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从硬件设施建设上进一步给
予妇幼健康工作强有力保障。

������“妇女儿童” 是一个特殊群体， 总是被
社会倾注更多的关注。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集
中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健康水平、 生活质量和
文明程度， 妇幼健康工作更是关乎家庭幸
福、 社会和谐和国家未来。

2016 年， 湘潭市妇幼健康服务工作紧
紧围绕保障全面两孩生育政策顺利实施， 以
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 妇幼保健与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 重点民生实事为抓
手， 从孕情掌握、 系统管理、 高危管理、 网
络建设、 救治救助、 教育培训等环节着力，
打好组合拳， 强有力地保障了母婴健康安
全， 妇女儿童健康指标进一步优化， 妇幼健
康各项工作亮点频闪。

改革支持
奠定妇幼健康工作坚实基础

�������孕产妇高危筛查和高危评审： 实现关口前
移、 专家下沉、 提前干预 孕情掌握是母婴安全
的基础。 湘潭市将生育全程优生优育服务纳入
乡镇卫计办的工作职责， 乡、 村两级计生专干、
妇幼专干两支队伍协同配合， 共同做好母婴安
全工作， 做到主动服务、 服务到家、 落实到人。
该市各县市区每季度开展一次集中高危筛查 ，
主动收集助产机构高危孕妇信息， 根据孕妇高
危评分给予不同级别的管理。 县市区卫计局每
季度组织一次高危孕妇评审， 乡级专干参加评
审会， 市级专家现场指导， 对参与评审的个案
制订一对一个性化管理方案。 同时， 强化流动
孕产妇管理， 该市外出务工人员较多， 乡村卫
计专干及时掌握流出育龄妇女孕情， 妇幼专干
跟踪做好孕期管理， 委托流出地落实妇幼基本
公卫服务， 流入孕产妇享受均等的妇幼健康服
务。 针对高温、 寒冷、 春节等特殊时段， 市卫
计委和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专项督查， 督促落实
高危孕妇和外出务工流出孕妇的管理， 需特别
关注的高危孕产妇由市级专家进行面访。 通过
加强高危孕妇各环节管理， 做到关口前移、 专
家下沉、 提前干预。

“妇幼保健联合体”： 孕产妇管理基层基础
进一步夯实 自 2013 年起， 该市首创以市妇幼
保健院为龙头 ， 县市区妇幼保健机构为支撑 、
基层医疗机构为基础的 “妇幼保健联合体” 工
作模式， 市妇幼保健院组建了 18 个专家组， 定
期深入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片包
干开展妇幼健康服务工作， 参与并指导高危筛
查和高危孕妇管理。 这一创新性的举措， 将高
危孕产妇管理关口前移， 极大地夯实了高危孕
产妇管理的基础。 “妇幼保健联合体” 受到农
村乡镇、 街道社区妇女儿童的热烈欢迎， 在基
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已经成为湘潭妇幼健康
服务的一个品牌。 2016 年 7 月， 国家卫计委妇
幼司司长秦耕来湘潭市进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情况调研， 对市妇幼健康服务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 尤其是对市妇幼保健院牵头的妇幼保健联
体工作赞不绝口， 称开创了妇幼健康服务的湘
潭模式， 为湖南省乃至全国妇幼健康工作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急救： 应对有序， 运
转高效的救治网络进一步完善 高危孕妇管理是
母婴安全的关键。 2016 年 1-12 月， 全市助产机
构活产新生儿 30947 人， 其中高危孕产妇占 43.
91%， 抢救危重孕产妇 282 例， 高危孕产妇呈急
速上升的趋势。 面对严峻的形势， 湘潭市建立
了完善的市县两级危重孕产妇、 新生儿救治体
系。 市妇幼保健院、 市中心医院两家市级危重
孕产妇、 新生儿急救中心强化母婴安全保障工
作， 抢救小组专家 24 小时待命， 与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建立了顺畅的会诊转诊机制， 全市高危
孕产妇、 新生儿救治和转诊绿色通道畅通， 形
成了分级负责、 应对有序、 运转高效的危重孕
产妇和新生儿急救、 会诊、 转诊机制。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湘潭市妇幼
健康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该市母婴安全得到有
力保障，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不断优化。

������去年， 湘潭市卫计委、 市妇联、 市财政局等多个部
门协调配合实施 “适龄农村妇女免费两癌筛查” “孕产
妇免费产前筛查” “贫困危重孕产妇救助” “孕产妇孕
产期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等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市妇幼
保健院积极发挥技术指导中心的作用， 着力解决妇幼健
康服务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赢得了孕产妇、 家属及社会
各界的高度评价。

“两癌” 筛查： 将癌魔扼杀在萌芽状态 2016 年， 市
政府制定出台了 《湘潭市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
查工作方案》， 随后， 将项目范围扩大至五个县市区和三
个园区， 实现全市全覆盖。 项目实施后， 承担了 “两癌”
筛查任务的各级单位全力推进。 全市完成检查人数 30899
人， 完成率为 114.44%， 检出宫颈癌前病变 219 人， 宫颈
癌 18 人， 乳腺癌前病变 2 例， 乳腺癌 13 人， 达到早发
现、 早诊断、 早治疗的目的， 在 9 月份省绩效考核办督
查中得到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省实事年度考核该市被评
为 “优秀” 市州。 九华经济开发区丁女士被检查出宫颈
癌变后， 检查团队及时追访， 指导其及时手术， 拆除了
她身体里的 “定时炸弹”。 2017 年新年伊始， 丁女士专程
给市妇幼保健院送来写有 “医术精湛， 健康卫士” 的锦
旗， 以表达真心的谢意。

“孕产妇孕产期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提高孕产妇自我
防护和主动保健意识 开展 “孕产妇孕产期健康知识普及行
动” 项目， 是湘潭市去年实施的又一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全市着力从 “一本书、 一支队伍、 一个阵地、 一批活动”
等 4 个方面全方位开展孕产期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组织妇
幼保健专家编写并印发了 6 万册 《孕产妇健康知识手册》；
组建 100 人的湘潭市妇幼健康教育师资队伍， 举办了全市
妇幼健康教育师资培训班， 规范了孕产期健康知识教育内
容和方法； 在全市助产机构全面开展孕妇学校规范化建设，
创建了 9 所 “湘潭市示范孕妇学校”； 全市全年深入乡镇、
社区开展 74 场大型孕产期健康知识宣传普及活动。 目前，
孕产妇主动寻求医疗保健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贫困危重孕产妇救治和免费产前筛查： 补齐母婴安
全保障的短板 此外， 去年湘潭市还实施了贫困危重孕产
妇救助项目和为 “1 万例城乡低保贫困家庭孕妇免费提供
产前筛查” 项目。 期间， 该市对贫困家庭危重孕产妇医
疗费用按比例进行救助， 每例危重孕产妇均得到妥善救
治救助， 没有发生因经费原因延误孕产妇抢救的事件 。
同时， 13219 例孕妇享受到免费产前筛查， 全市产前筛查
率 88.98%， 阳性结果产前诊断干预率 87.84%， 妊娠结局
随访率 100%， 通过产前筛查发现出生缺陷高风险对象
2753 例， 对筛查结果异常的孕妇， 该市实行追踪管理，
督促落实产前诊断干预措施。

实施实事工程
老百姓获得感满满

抓牢孕产妇管理
母婴安全有保障

湘潭市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组建湘潭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与湘潭市妇女儿童医院、湘潭市妇幼保健院一个机构，三块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