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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十四五 ” 时
期，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护理事业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近日， 国家
卫生健康委印发 《全国护理事业发
展规划 （2021~2025 年）》。 《规划》
提出， 到 2025 年， 我国护理事业
发展要达到以下目标 ： 全国护士
总数达到 550 万人 ， 每千人口注
册护士数达到 3.8 人， 护士结构进
一步优化 、 素质和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 ； 老年 、 中医 、 社区和居家
护理服务供给显著增加 ， 护理服
务质量持续改进 ， 调动护士队伍
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完
善。

《规划》 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 坚持护理工作服务
于人民健康； 坚持高质量发展， 把
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作为核心
任务； 坚持补短板强弱项， 坚持目
标和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护理服务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坚持改
革创新发展， 加大护理领域改革创
新力度， 持续增强护理发展动力。

《规划》 明确 7 项主要任务：
一是完善护理服务体系， 优化护理
资源布局， 增加护理服务供给； 二
是加强护士队伍建设， 持续增加护
士数量， 加强护士培养培训， 保障
护士合法权益， 调动护士积极性；

三是推动护理高质量发展， 持续深
化优质护理， 创新护理服务模式，
加强护理学科建设 ； 四是补齐护
理短板， 加快发展老年医疗护理，
实施老年医疗护理提升行动 ， 提
升基层护理服务能力 ， 加快发展
安宁疗护； 五是充分借助云计算、
大数据 、 物联网 、 区块链和移动
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 ， 结合发展
智慧医院和 “互联网﹢医疗健康”
等要求 ， 着力加强护理信息化建
设 ； 六是推动中医护理发展 ， 健
全完善中医护理常规 、 方案和技
术操作标准 ， 积极开展辨证施护
和中医特色专科护理 ， 持续提升
中医护理服务质量 ； 七是加强护

理交流合作 ， 深入开展与国际及
港澳台地区间护理领域的合作与
交流 ， 在护理管理 、 制度政策 、
人才培养 、 护理技术等方面加大
交流合作的力度。

据了解， “十三五” 时期， 我
国护理事业发展成效显著。 到 2020
年年底 ， 全国注册护士总数超过
470 万人，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
到 3.34 人，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
士超 70%， 护士队伍学历素质进一
步提高。 护理服务质量持续提高，
护理工作更加贴近患者 、 贴近临
床、 贴近社会。 护理服务模式不断
创新， 老年护理服务快速发展， 护
士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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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 为庆祝即
将到来的“5·12” 国际护士
节， 由湖南省人民医院和长
沙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把
天使画下来” 公益活动在湖
南省人民医院举行。 16名学
子为该院“十佳护士”、 30
年护龄护士、 抗疫护士代表
等 20 余名护理人员进行人
物动画速写， 共创作赠送了
36幅绘画作品， 用笔墨表达
他们的敬意和美好祝福。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周瑾容 张维夏

摄影报道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的意见》， 要求坚持 “一县一策”， 进一
步强化服务供给，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 发展养老
托育和康复服务， 推进县城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

《意见》 要求，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 推进县级
医院 （含中医院） 提标改造， 提高传染病检测诊治
和重症监护救治能力， 依托县级医院建设县级急救
中心； 支持县域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县完善县级医
院， 推动达到三级医院设施条件和服务能力； 推进
县级疾控中心建设， 配齐疾病监测预警、 实验室检
测、 现场处置等设备； 完善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设施
设备； 建立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地级及以上城
市三甲医院对薄弱县级医院的帮扶机制。

《意见》 指出， 要推进县城公共服务向乡村覆
盖。 鼓励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紧密型县域医
疗卫生共同体， 推行派驻、 巡诊、 轮岗等方式， 鼓
励发展远程医疗， 提升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卫生
院医疗服务能力； 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
网络， 发展乡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意见》 要求， 发展养老托育服务。 提升公
办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完善公建民营管理机制，
提供基本养老和长期照护服务； 扩大普惠养老床
位供给， 扶持护理型民办养老机构发展， 鼓励社
会力量建设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提供失
能护理、 日间照料及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等服
务； 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 发展普惠性托育
服务， 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
区托育服务设施， 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
提供托育服务， 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
收 2 至 3 岁幼儿； 完善社会福利设施， 建设专业
化残疾人康复、 托养、 综合服务设施。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富强张
亚娜） 近日， 北京市有关部门通
报了一例外卖配送员感染新冠
病毒的情况。 湖南省疾控中心 5
月 9日提醒， 外卖配送人员穿梭
于大街小巷， 活动范围广， 接触
人员多， 须在上岗前、 工作中、
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做好准备和
防护。 广大民众在接收外卖时
也要注意防范。

上岗前需做这些准备外卖
配送人员如无接种禁忌症， 均
应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符
合条件的， 还应接种加强针。
平时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外
卖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必须佩
戴N95 （或KN95） 口罩和一次
性手套。

工作中注意防护做好外卖
和快递运送工具的清洁消毒。
分区放置外卖， 减少相互污染。
减少直接用手接触公共设备或
设施表面， 及时做好手卫生。
强化外卖配送过程中个人防护
意识。 在与顾客签收外卖过程
中， 要佩戴口罩、 手套， 交谈时
至少保持 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在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外
卖配送后， 要及时做好手卫生。
提倡采用非接触方式配送外卖。

生活中注意卫生外卖配送
人员的宿舍要加强室内空气流
通， 保持环境整洁， 做好清洁
消毒。

应急情况学会应对外卖配
送人员上班时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 鼻塞、 流涕、 咽痛、 腹泻
等疑似症状时， 须主动报告单位
并及时就医。 当接触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或确诊病例后， 应当及时
主动报告单位并配合做好密切
接触者以及次密接的追踪和流
行病学调查。

接收外卖要做到“人”
“物” 同防 尽量选择无接触配
送， 可以请外卖配送人员将外
卖存放在指定位置。 如在家接
收， 与外卖配送人员接触前，
先戴上口罩和手套； 如在小区
指定位置取件， 尽量与其他人
员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避免人员聚集。 拆封时要规范
佩戴口罩和手套， 尽量在户外
进行， 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

把天使画下来

接种疫苗 全程佩戴口罩手套

疫情防控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