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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是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
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
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
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
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目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范围主要有计划免疫、妇幼保
健、院前急救、采供血以及传染
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的预防控
制，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
理服务、健康教育服务、预防接
种服务、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
务、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老年
人健康管理服务、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服务（高血压、2 型糖
尿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
服务、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服
务、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服务、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等 12
项内容。

其中，预防接种服务是按
照国家免疫规划项目，儿童免
费接种的疫苗有11种，共22针，
儿童家长可带适龄儿童到户籍
所在地的预防接种机构进行接
种。而0-6岁的儿童共可享受13
次免费服务，包括测量身高体
重、评估生长发育、化验血常
规、口腔保健、视力检测等。对
于孕产妇来说，可在整个孕期
享受5次免费检查，包括孕妇健
康状况评估、一般体格检查、妇
科检查等。在产妇分娩后，还可
以享受到产褥期健康管理，由
专业人员对新生儿护理及母乳
喂养进行指导。

除了儿童和孕产妇，65岁及
以上老年人也可享受健康管理

服务。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应给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建立健康档
案，每年提供一次较为全面的
健康管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
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及
尿液分析、血细胞分析等，并针
对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指
导和干预。此外，对于一些疾病
患者，如高血压、2型糖尿病、重
型精神疾病、肺结核等，也可以
享受检查发现、随访评估等管
理服务。

居民可以到两类机构获取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是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等；二是医疗卫生机构，
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
室、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和公立医院等。

综合

12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都是啥
签约居民双向转诊
报销比例均提高 5%

济南卫计委分管领导张晶
卉说，签约居民经家庭医生转诊
到上级医院治疗及经医联体医院
转诊到社区康复的慢性病人，在
社区机构报销比例将均提高5%。

“续约的居民医保参保人下
年起在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门
诊统筹报销比例提高 5% ；续约
的职工医保参保人，下年起，经家
庭医生转诊的，普通门诊统筹报
销比例在转入医院报销比例基础
上提高 5%。”张晶卉说，济南市卫
计委在全市开展了 12 大项 49 小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每签约一
位城镇职工可获至少 75 元服务
费。签约居民经家庭医生转诊到
上级医院治疗及经医联体医院
转诊到社区康复的慢性病人在
社区机构报销比例均提高 5%，对
转诊到社区的慢性病人门诊处方
量可延长到30天。记者 刘一梦

8 个常见病种
可双向转诊

根据《脑卒中等8个常见
病种(手术)康复医疗双向转诊
标准(试行)》，脑卒中、脑外伤、
脊髓损伤、周围神经病损、人
工髋/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
节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骨折
术后和手外伤等8个常见病种
为可以进行双向转诊的病种。
上述疾病急性期需早期康复
介入的患者或疑难康复患者
可转入市属医院治疗，而急性
期治疗后病情稳定，需要继续
康复治疗的患者可转入康复
医疗机构完成后续治疗。

对于一些治疗后病情稳
定、达到康复治疗期，或达到
出院标准但不愿出院的患者，
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神经
外科术后、烧伤治疗后期、癌
症晚期、偏瘫或截瘫患者、持
续植物状态、临终关怀患者、
慢性疾病需长时间康复治疗
的患者等，医院根据病情，在
征求患者及家属同意后，转诊
至康复医院治疗。据新浪新闻

美国用“价格差”
引导患者转诊

美国的医疗和保险体系，
是围绕着社区组织体系，主要
治疗发生费用由医疗社会保
障体系和保险供应商支撑。如
果患者没有通过“家庭医生”
的转诊，直接去看专科医生，
很多保险公司是不给报销的。

保险引导患者就诊习惯
最主要的办法之一就是价格
差，其体现方面之一就是“患
者是否通过自己家庭医生转
诊”。另一方面，则是医生和医
院是否在保险覆盖的网络中。

在加入一个保险计划的
时候，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
会为受益者提供一份医院和
医生的列表。列表中把医生和
医院分为三类：“核心网络资
源”，“推荐网络资源”以及“非
推荐网络资源”。三个类别的
医生和医院对于患者来讲费
用有明显差异，核心网络资源
的收费最低，非推荐网络资源
收费最高，从而以价格差引导
患者转诊。 据华夏经纬网

通过家庭医生转诊，患者不用再费劲找专家

去大医院看病有了“熟人介绍”

□记者 刘一梦

作为济南市早先探索家庭医生“双向转诊”的社区，济南天桥区北村社区等9个社
区以及槐荫区裕园社区的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他们的看病就医习惯正在悄然改
变。“签约了家庭医生后，很多小病和慢病都不用跑大医院了，有社区看不了的，医生
就直接给约大医院，也不用自己挂号找专家。”居民普遍反映，通过家庭医生，能快速
预约专家和病床，出院后还能得到康复指导。

家庭医生跟二三级医院

直接对接转诊服务

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有3个家庭医生团队，
服务站所服务的15000多名居民
中有4800多人签约了家庭医生，
90%以上的重点人群都已签约，
签约率在30%以上。

“张医生，我又来了，最近体
重下降的厉害，不知道是不是血
糖没控制好，您给看看吧。”听这
声音，全科医生张永红不用抬头
就知道是患有糖尿病的社区居
民王大爷。进行常规检查后，张
永红询问了王大爷的饮食和用
药情况。“血糖控制的没有问题，
体重下降的厉害可能由于甲亢，
您去医院复查一下吧，明天上午

您到咱槐荫人民医院的内科找
王大夫就行，我今天下午和他联
系好。”张永红看了看桌上槐荫
人民医院的内科排班表对王大
爷说。

这已经不是张永红第一次
提前发现病人的病情了。张永红
曾在闲谈中发现一位病人的腰
疼症状不同寻常，建议他去医院
查体，结果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控
制了癌细胞的扩散。

“签约了家庭医生后，可以
对很多小病和慢病进行初筛，我
们也能给居民比较精准的转诊
帮助，省下不少去医院排队跑腿
的麻烦。”张永红介绍，槐荫区人
民医院是裕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二级诊疗单位，每位家庭医生
都有槐荫人民医院各个科室和

医生的排班表，一旦有解决不了
的病症，就可以直接给患者精准
的转诊服务。

一次健康体检

为十多位居民联系了转诊

1 月 19 日下午，裕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里的社区医生，正在给
37位居民进行查体后的反馈工
作。“姜大爷，根据上周在槐荫人
民医院的查体结果显示，您的肾
上腺有些异常，可能是有囊肿，
不然您去省立医院看看吧，我推
荐您去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找赵
主任看看，您可以先和家人商量
下再决定。”张永红对姜大爷说。

张永红介绍，对于签约了家
庭医生的居民，社区服务站都会
进行定期的免费体检，因为社区

卫生站的条件设施有限，体检都
是在社区的二级医院进行，而等
体检结果出来之后，社区家庭医
生再把查体结果逐一反馈给居
民，对于较为严重的情况，会给出
到三级医院就诊的指导和建议。

“省立医院是我们社区服务
站的三级诊疗单位，一些比较严
重的情况，我们会给出转诊指
导，建议居民到省立医院再次进
行检查确诊。”张永红介绍，通过
这次体检，转诊二级和三级诊疗
单位的有十来位居民，基本都是
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此外，裕园社区的居民除了
能在家门口享受到家庭医生定
期开展的健康讲座外，还能定期
到二级医院接受来自三级医院
的专家坐诊服务。

转诊患者到三甲医院

看病就医全程有人管

位于济南市天桥区的济南
市第四人民医院作为一所市级
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为周围的
9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5个服务
中心和4个站点提供二级转诊服
务，共服务居民14 . 2万人。

“社区服务机构共有38个家
庭医生团队，如果家庭医生遇到
解决不了的情况，就会直接将病
人转到我们医院，基本每天都有
转诊病人。”济南市第四人民医
院社区管理科主任杨华介绍，转
诊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通
过社区家庭医生开具的转诊单，
患者拿转诊单到医院的双向转
诊办公室，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全程陪同进行诊断及治疗，另一
种则是电话转诊，也就是在比较
紧急的情况下，由家庭医生直接
联系科室或医院的专科医生完
成预约挂号，方便患者第一时间
接受治疗。

“除了接受社区转诊上来的
病人，我们医院的专科医生也会
到各个社区进行轮流坐诊。”杨
华介绍，医院心脑血管、内分泌、
妇产科等多个科室的13位医院
专家每周都有2-3天时间在社区
进行问诊服务。

广东三级公立医院
全部参与医联体建设

2017年，广东省政府出台
《广东省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
和发展实施方案》，因地制宜
推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
省财政连续 3 年，每年在 15
个地市开展医联体建设。截至
2018 年 1 月，全省 163 家三级
公立医院全部参与医联体建
设，已组建医联体 349 个。

目前，广东的眼科、肾病
专科、肝胆胰专科、胃肠专科、
骨科等专科联盟，已覆盖全省
全部57个县(市)。

据广东省卫计委统计，截
至2017年底，全省共组建了349
个医联体，其中医疗集团52
个，医疗共同体111个，专科联
盟106个，远程医疗协作网16
个，其他类型64个。全省163家
三级公立医院全部参与医联
体建设工作，各地市建设有成
效的医联体59个。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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