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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敬菡） 7 月 10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发布会透露，
目前，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扩展至 12 类， 服务免费， 直接面
向群众， 主要由全国 71 万多家基
层卫生机构，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提供。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
副司长高光明介绍， 为城乡居民免
费自愿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是
“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
品向居民提供” 的具体产品， 是我
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一项长期的、 基
础性的制度安排。

项 目 自 2009 年 开 始 实 施 以
来， 至 2016 年， 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经费标准从人均 15 元稳步
提高至 45 元， 项目内容从 9 类扩
展至 12 类， 主要针对我国当前面
临的慢性病患者人数快速增加 、
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 新旧
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等主要
公共卫生问题 。 服务免费 ， 直接
面向群众， 主要由全国 71 万多家
基层卫生机构 ， 包括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 、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提供。

这 12 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包括：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 0-6 岁儿童
健康管理 、 孕产妇健康管理 、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 高血压
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重性精神
疾病管理、 传染病报告、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监督协
管、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和结核病
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高光明进一步介绍， 经过几年
的努力， 项目取得了积极进展， 服
务数量快速增加， 服务质量稳步提
高 。 根 据 医 改 监 测 数 据 ， 截 至
2015 年底 ， 全国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建档率达到 76.4%， 分别管理高
血压 、 糖尿病患者 8835 万 人 和
2164 万人 ， 老年人健康管理 1.18
亿人 。 2016 年 ， 全国孕产妇系统
管理率达到 91.6%， 3 岁以下儿童
系统管理率达到 91.06% ， 6 岁以
下儿童管理率达到 92.4% 。 2017
年，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
助标准从 45 元进一步提高至 50
元。

高光明透露， 7 月份， 在全国
范围组织开展主题为 “你健康、 我
服务”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
传月活动， 提高公众知晓率。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振 吴蕾） 郴州
医疗质量在医疗领域又一次大放光彩。
近日，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发布，
该院检验医学中心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的检验医学
国际标准 ISO15189 评审 ， 并领取到
CNAS 签发认可证书， 该院成为湖南省
地级市首家 ISO15189 实验室认可的三
级甲等医院。 今后， 市民拿着该院出具
的医学检验报告将可以在全球 7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实现互认， 即拿到了一张检
验结果的 “国际通行证”。

据该院检验病理医学中心主任罗迪
贤博士介绍， 该院在全院医学实验室的
组织和管理体系、 质量体系、 服务能
力、 流程控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建设， 并
对实验室布局、 人员、 技术、 设备、 试
剂、 标本等要素进行规范化管理。 据了
解， 目前国内仅有 210 多家医院的医学
实验室通过了此类认证， 而湖南省也只
有湘雅医院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医院医学
实验室通过了此认证。

该院检验医学中心 ISO15189 认证的
通过为患者带来了诸多便利和好处。 在通
过认证后， 该院出具的医学检验报告能满
足控制质量风险的要求， 为患者和临床诊
断提供具有可溯性的准确检验结果， 增强
患者及医生对实验室的信任。 此外， 该院
出具的医学检验报告还可以在全球 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家实验室结果可以互
认， 为本地居民跨地区、 跨境就医和外籍
患者提供了方便， 减少了治疗成本。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艳 杨正
强） 临床营养治疗， 在疾病治疗
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湖南省胸科医院在已连续 4
年推出爱心营养餐的基础上， 再
次创新临床营养治疗手段， 在湖
南省率先推出 “个性化肠内营养
治疗 （营养制剂）”， 为患者进行
营养治疗的 “私人定制”， 有效
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7 月 7 日， 在该院骨科住院
的 72 岁吴大爷得知自己一个月
胖了 7 千克的消息时， 心里乐开

了花。 来自张家界慈利县的吴大
爷， 诊断为左骶髋关节结核、 肺
结核、 肺气肿等。 由于吴大爷年
纪大， 疾病多， 严重营养不良，
血红蛋白、 白蛋白等身体多项生
化指标下降。 在医生的建议下，
吴大爷开始服用营养制剂 ， 30
天下来， 吴大爷的体重由入院时
的 50 千克上升到了 57 千克， 各
项生化指标接近正常水平， 身体
其他不适症状也明显减缓。 他的
主治医生说 ， 除了药物治疗之
外， 这与个性化肠内营养治疗的

作用密不可分。
国家级营养保健专家、 该院

院长唐细良介绍， 肠内营养治疗
（营养制剂）， 又叫 “特殊医用食
品”， 包含有蛋白质、 碳水化合
物、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 20 余
种营养素。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消
耗性疾病， 通过临床营养治疗，
可以进一步提高治愈率， 缩短患
者住院时间， 节省治疗费用。

据悉， 该院自今年 5 月份推
出个性化肠内营养治疗以来， 已
有 40 余名患者接受了治疗。

营养治疗“私人定制” 提高结核病治愈率

全球 70 多个国家互认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院
长兼儿童保健部总负责人，
二级主任医师， 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 湖南省

“121 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
人才、 省高层次卫生人才
“225” 工程首批对象， 湘
潭市医卫科技突出贡献专
家。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儿科专委会委员、 省小儿
神经学组副组长、 省中西
医结合儿科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 湘潭市儿科专委会
主任委员。 殷成 摄

袁海斌

“你健康 我服务”

国家基本公卫服务免费扩展至 12类

》 》》详见今日本报 03 版通讯《决不让出生缺陷儿童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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