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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叶龙杰） 3 月 11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
心举行记者会， 就 “加强市场监
管 维护市场秩序” 相关问题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局长焦红表示， 该局正与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进建立疫
苗监管长效机制。

焦红表示， 当前， 疫苗监管
长效机制建设要重点落实企业的

主体责任和部门的监管责任。 疫
苗生产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
理体系和产品安全追溯体系， 落
实疫苗产品风险报告制度； 监管
部门的事权和监管责任要进一步
明晰， 强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对生产企业的现场检查。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在属地化管理
基础上， 强化巡查和抽查， 一旦
发现违法违规问题， 严肃查处。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记
者 田晓航）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妇幼健康司了解到， 为深入落
实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任务， 让
更多贫困患儿受益， 卫生健康委妇
幼司近日印发通知， 决定自 2019年
起在全国全面实施先天性结构畸形
救助项目。

2019年，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实施范围将覆盖全国 31 个省
（区、 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根据项目方案， 对于满足条件的患

者， 该救助项目将根据患者医疗费
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 一次性给
予 3000 元至 3 万元不等的补助。
患者法定监护人可通过定点医疗机
构提出救助申请， 申请时需提交身
份证明、 疾病和治疗证明、 家庭经
济困难证明三类申请材料。

先天性结构畸形， 是以婴儿
出生前发生的身体形态结构异常
为主要特征的一组出生缺陷疾病，
常见疾病如马蹄内翻 、 唇腭裂 、
多指 （趾）、 尿道下裂等。

��������今年 3 月， 株洲市渌口区组织该区第一人民医院和城区卫生院开
展助力“城乡统筹·幸福株洲” 行动， 联合开展“健康生命有约·真情服
务无限” 等系列健康咨询活动。 图为 3 月 10 日， 在活动现场， 医护人
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 通讯员 李志娜 何江波 摄影报道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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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刀”
医防融合还需破痛点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过去
一年发布的文件中， 医防融合成
了高频词， 预防理念被强化。 而
当前， 基层医防融合并没有真正
形成。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丰台
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
浩直言： “门诊医保报销额度低、
缺少药品等因素， 导致很多患者
不愿到基层就诊。 以高血压、 糖
尿病等慢性病治疗为例， 大部分
老百姓还是会到二级、 三级医院
看病拿药。 实际上， 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承担着健康教育、 健康管
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责， 群
众涌向大医院造成了 ‘看病的人
不管理健康， 管理健康的人不看
病’ 的医防分离现象。”

对此，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医
院心内科主任杨杰孚认为， 应增加
医保目录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覆盖面， 使常见慢性病 （如高血
压、 冠心病、 糖尿病等） 药物种类
尽量与大医院相同， 否则开药只能
跑大医院。 “在家门口把问题解决
了， 既能提高慢性病的治疗率、 控
制率， 提高慢病管理依从性， 还能
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吴浩直言， 当前医防融合的另
一个痛点是考核脱离实际工作 。
“医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填表上，
若能省下时间可以做更多医防工
作。” 以慢病管理为例， 管理一位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的患者， 既要
填高血压管理的表格， 又要填糖尿
病管理的表格。 他建议， 将按病种
考核改成按人考核， 强调综合达标
率， 由重形式的过程考核转为将健
康管理结果作为核心指标。

人才困境亟待打破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要靠人才

兜底， 然而当前， 无论是全科医
生还是乡村医生， 都面临着短缺
并且流失的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康益德中
西医结合肺科医院董事长兼院长
董瑞说， 尽管在定向培养全科医
生方面， 国家已出台很多举措， 但
远远不能满足基层需求。 应鼓励支
持取得助理医师以上的专科医生
及乡村医生培训转岗， 充实基层
全科医生队伍。

“实行本土化培养， 破解引进
难、 留住难问题。” 针对乡镇卫生
院人才引不进、 留不住的问题， 全
国政协委员、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认为， 对
志愿回本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应届
高中毕业生， 鼓励报考医卫高职院
校， 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 给予一
定比例的学费、 生活费补助， 签订
培养协议， 毕业后考试考核合格，
简化招聘手续， 直接进入乡镇卫生
院工作。

徐自强认为， 还应从国家层面
探索建立符合乡村医生职业特点
的养老保险机制， 增强乡村医生
岗位的吸引力。

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投入
徐自强说： “近年来， 国家对

基层卫生的投入逐年增加， 但受
财政保障方式的影响， 部分地区
本级财政对基层卫生事业投入不
增反降， 极大影响了基层卫生工
作的积极性。” 他建议， 国家层面
出台政策文件， 严禁将基本公卫经
费打捆作为基层医务人员人头经
费， 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
头经费、 离退休人员经费等由地
方财政足额保障， 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全部用作基本公卫服务
专项支出。

杨杰孚说， 应提高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资金使用的自主权， 改善病
房及门诊环境， 加强基层检查设备
配备， 确保转诊后患者诊疗的延续
性。 根据地理位置及人口等因素，
科学合理地配置公共卫生服务资源。

健康报记者 甘贝贝 王潇雨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3 月 7
日 ， 2019 “寻找湖湘基层名医 ”
系列活动在长沙启动， 该项目在
湖南省卫健委、 省中医药管理局、
省医院协会的支持与指导下， 由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学术支
持， 并与天劲制药独家战略合作，
通过打通线上线下 ， 以互联网 、
短视频、 体验式、 节目化的创新

形式， 以基层医生的医技、 医德、
服务患者人数和群众评价四大指
标为评选标准， 最终依次遴选出
市级、 省级基层名医， 进行荣耀
表彰。

据了解， 全省范围内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注册， 包括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站点）、 个体诊所、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具有国
家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 均可通
过活动官方渠道报名参加评选。

向基层公卫服务痛点

健康生命有约 真情服务无限

�������3月 11日，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巩固和完善基层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 医药卫生界别协商会议在京举行。 委员们聚焦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探讨如何向痛点、 难点“开刀”。

重视脐带护理 预防新生儿脐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