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武军是醴陵市板杉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负担沉
重。 今年 4月，他的妻子卢海燕在医院做产前检查时，发现
血糖超标，属于高危孕妇。 由于经济困难，不能长期住院观
察治疗。 醴陵市卫计局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将其纳入家庭医
生签约重点人群，定期跟踪服务。 7月 17日，卢海燕病情不
稳定，急需住院，板杉镇家庭医生联系了湖南师范大学附属
湘东医院。作为医联体牵头单位，湘东医院为基层医疗机构
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卢海燕得以快速就诊。 18日上午，卢
海燕剖宫产下健康女婴，母女平安。

这是株洲推进孕产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一个缩影，
也是该市优化医疗服务体系、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举措。

过去，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的现象
普遍存在。不仅造成了群众“看病难”，也阻碍了医疗资源的
合理利用。如何让各个层次的医疗机构发挥作用，让优质医
疗资源更好的惠及“刚需者”？

株洲通过医联体建设、多元化办医、家庭医生签约、建立
远程诊疗系统等一揽子措施，科学配置、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以踏石有痕的精神优化医疗体系，塑造株洲健康“大格局”。

市里规划了“1个市级医疗中心，4 个区域医疗中心，5
个县域医疗中心”和“一街道一中心、一社区一卫康室，一乡
一院、一村一室”的机构布局。 按照标准化建设要求，共投入
21 亿，在市区完成了市级医疗中心、市直 4 家公立医院、市
区 2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141个社区卫生健康服务室建
设提质；在县域，完成了 5个县域医疗中心、113个乡镇卫生
院、721个村卫生室的提质改造和标准化建设， 基本形成了
居民步行 15分钟健康服务圈。

“架子”搭好，株洲多措并举让群众“买账”。市里下发了
《城市医院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实施办法》、《关于开展基层
医疗机构首诊制及双向转诊工作的意见》、《株洲市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方案》、《株洲市推进家庭医师签约服
务实施方案》等文件，综合运用行政、农合、技术合作等措
施，引导患者在基层就医。

特别是近两年来，抓住过去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不够、老
百姓不信任这个“痛点”，株洲着重打通医疗的“任督二脉”，
积极探索医联体建设，推动优质资源下沉。

市中心医院与中科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 上海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单位的国家级联盟、 市中心医院与市
三医院和炎陵县人民医院的市级联盟、全市“妇幼健康服务
联合体”的专科联盟、市三三一医院、市二医院以及市人民
医院与辖区内基层医疗机构的区域联盟、 以株洲县人民医
院与朱亭和龙船中心卫生院为代表的县域联盟等等“百花
齐放”，打通了市级医院、区县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康室与村卫生室四级医疗机构之间的
联系，有效地增强了医疗服务的协调性、连贯性、整体性。截
至日前，全市共组建医疗联合体 17 个，涉及医疗机构 110
余家，各基层医疗机构与二、三级医院正在逐步建立稳定的
技术帮扶和分工协作机制。

信息化建设成为“医联体”运作的重要载体。株洲市搭建
起市、县级人口健康信息云平台，建起联通市县级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县级 -乡镇的远程会诊信息系统，“让信息多

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减少群众就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医疗服务难以到达“最后一公里”？株洲大力推行“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医联体内，医疗机构组建由二、三级医院医
生牵头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通过指导、培训和帮扶，
逐步缩小上下级医院服务的差异，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
看好病。 截至 2017年 9月底，株洲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509 个， 常住人口签约人数 1338681 人， 签约率达到
33.79%，重点人群签约率 52.94％。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其中，五县市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率为 66.01%。 今
年株洲还将完成对 2 万多名Ⅲ类(慢性病需长期管理)人员
家庭医生签约，签约率达到 100%，实现家庭医生全覆盖。

数据是枯燥的， 但它却是医疗服务体系不断优化的最
好证据。2016年，全市各县上转病人 14066人次，大医院下
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期等患者 10972 人，节约医保
资金约 4996万元。 2017年上半年株洲市基层医疗机构就
诊人次同比增长 6%，实现了 3 年连续增长后的再次跃升。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新秩序逐
步构建起来。 过去，不敢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群众，对基
层医疗的信任度、满意度不断提高。

“医改是个复杂的课题，公立医院要均衡发力，还要善
于借力。 ” 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纯良告诉我们。 为满
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医疗需求，株洲在分级诊疗上做“除
法”，在多元化办医上做“乘法”，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在特需、
高端、专科等领域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今年，市三三一医院就针对老龄化社会需求，引进社会
资本，在“医养结合”上探索新路。 截至目前，株洲已有 7 家
国有企业医院通过整合、转型、托管、合作等方式，成功转型
为社会办医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株洲恺德医院通过
引入社会资本打造出市里泌尿外科的一张名片； 市三三一
医院引进社会资本，建立三三一爱尔眼科医院，成为株洲市
民眼部诊疗保健的首选医院……多元化办医， 盘活了医疗
资源，正带给株洲市民越来越多的新选择。

突围医改深水区
———看株洲如何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增强百姓获得感

王姗 谭德伟 刘素琴 谭小艳

健康，是人类的终极梦想；医改，是追梦路
上一道世界性难题。

作为全国第一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 株洲在新一轮医改中积极破题：在
全省地级市中最早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处、第一
个全面实现取消“以药补医”、首发居民健康卡
……株洲创造出全省多个“第一”。

近两年来，随着医改行至深处，各种利益
纠葛更加复杂，沉疴痼疾更难破除。 株洲人不
懈怠、不停步，加大攻坚力度，在机制创新上求
“深”，在体系建设上求“实”，在服务技能上求
“精”，推进医改扩面提质。

“大医之道”行稳致远，健康福祉惠泽百
姓。 2017 年 1—6 月，株洲公立医院药占比在
6 年下降 10 个多点的基础上， 比去年同期再
降 1.6 个百分点，达到 29.8%。群众满意率从
2012 年 的 86.38% 上 升 到 2016 年 的
92.35%。

在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对全国首批改革试
点城市的评估中排名第四的基础上，2017 年
株洲再次被国务院评为湖南省唯一“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真抓实干地方成效明显”城市。 湖南
省医改办复评组对全省 14 个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市州现场复评，株洲市排名第 1 位。

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 株洲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实
施药品采购“两票制”。 株洲市卫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实行“两票制”以后，药品实现了生产企业到流通企
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药品
使用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 通过压缩流通
环节，药费成本可大幅降低。 从实施情况看，已经取得满
意的效果。

“两票制”改革，只是株洲强力推进医改的冰山一
角。“两票制”这个“规定动作”做得漂亮，离不开株洲近
年来在医改“自选动作”中敢于剔骨、敢为人先的勇气和
魄力。

作为全国首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株洲市委、市政
府自新医改启动以来就高位认识医改、 全力推进医改。
市里成立了以市长任组长、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市长任
副组长、18个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市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领导小组和市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 建立了医改专
项资金，从启动试点至目前，累计投入 140.38亿元，为改
革的扎实推进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市委书记毛腾飞指出：“医改是株洲人的民生之盼，是
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必须有壮士断腕的魄力。 ”从医
改最坚硬的地方切入，从体制机制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上下手，株洲人以大决心开出改革“大处方”———

2011年， 株洲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公立医院管理处，
代表政府履行对市直公立医院的出资人职能，加强对公
立医院内部运行、资产、绩效等方面的管理，形成了大卫
生体制下的“管办分开”。 一系列改革措施强力推进：

医药，2014年全市所有市、 县公立医院全部实施取
消药品加成政策，成为全国 7 个首批实现取消“以药补
医”改革全覆盖的城市之一。 针对药品中间环节过多、药
价过高的问题， 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实现了药品统一采
购、集中配送；积极推行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
制”。 通过“双保险”，有效遏制了药品价格虚高现象，公
立医院的药品采购成本下降 20%以上。

医疗，建立起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
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以尊重劳动价值、控制设备投
入为原则，落实“五升三降”，即上调诊查费、护理费、手
术费、治疗费、床位费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医疗
技术服务费，下调 CT、核磁、彩超等大型设备检查费。 价
格调整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不增加患者负担。

医保， 建立了以总额预付和单病种包干付费为主，
按人头付费、项目付费、平均付费相结合的复合式基金
支付体系。 实施服务协议管理，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
疗机构谈判协商机制与责任共担机制，控制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 将 14 种内置材料纳入到单病种包干付费项
目中，单病种扩大至 191个。 近 3年，市本级三项医保基
金支付到公立医院所占比例均超过 71%。 县内医疗机构
所占农合基金额比例由 45%提高到了 56%。

医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打出了漂亮“组合拳”。
2016 年，株洲 8 家市区公立医院药占比、住院次均药费
分别为 31.07%、2945元， 与 2013年取消药品加成前同
期相比，分别下降了 6.88%、9.1%。

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有所缓解，切切实实享受
到了改革成果；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趋向合理，又避
免给医保带来过大压力；医务工作者，劳动得到尊重，反
过来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医患满意度不断提高，医患关
系更加和谐。 机制理顺，带来“路路畅顺”。

市民老刘因股骨干骨折住进了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
和以往“先住院后结账”不同，刚住进病房，医生就给他开出
了“费用清单”，所有费用包干下来比预想的低了不少。

股骨干骨折是市中医伤科医院临床路径管理试点病
种。今年上半年，该院开展单病种临床路径管理试点 22项。
作为试点病种，做什么检查、开什么药都已经做了标准化设
计，既保证了医疗水准，又避免了重复检查，受到群众好评。
“没想到看病也能‘流水作业’，这下不用担心医院过度医疗
了。 ”老刘说。

临床路径管理， 只是株洲市公立医院提高技术服务水
平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面对医疗技术水平与群众日益提
高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间的矛盾， 株洲人瞄准内涵建设这
个“核心”，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推动医疗服务提质，改善
医疗供给。

针对医疗技术特别是高精尖技术水平尚不能满足群众
就医需求的问题， 株洲市实施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株洲市卫生人才“135”工程。 从 2013 年开
始，财政连续三年专项预算 300万元，用于引进、选拔、培养
学科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从 2014年开始，首
批遴选 5个疾病谱广、求医需要人数量大、医保和农合资金
市外流失量大的专科作为财政专项扶持建设的重点专科，
每年安排 1000万元给予专科扶持。 目前，又遴选出 5个专
科启动了第二批重点建设。

专科建设，不“闭门造车”，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向外“借
力”。 5个专科分别与北京、上海、省内等国内顶级医院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 市政府与上海卫计委签订了以推进临床
医学重点专科建设为重点的公立医院改革合作总协议，市
中心医院、市二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分别与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第二军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北京阜外医院、省肿
瘤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签订了合作子协议，双
方在心血管、脑血管、肝胆胰病、肿瘤科、妇产科等五大领域
开展长期技术交流合作。通过合作，促进了重点专科临床医
疗技术水平的提升。从 2014年至 2016年底，5个专科入出

院诊断符合率达 95%以上， 接受下级医院急危重症和疑难
病患者超过 30%，市外转诊率下降 30%左右。今年第二批遴
选出的 5个专科正在按计划有效推进。

针对过去看病住院门难进、队难排、脸难看的问题，株
洲出台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制定
了服务流程优化、优质护理服务、用药目录规范、同级公立
医院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预约诊疗、分时段诊疗等一系列措
施文件，在“细微之处”求精，推动公立医院服务效率、服务
质量大幅提升———

就医总时间从原来的 93 分钟缩短至现在的 49 分钟，
平均住院日从原来的 15.4 天缩短至现在的 11.24 天， 病床
使用率从 79.19%上升到 99.56%，用药品规从 2925 个减少
到 2141个，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病房达 100%，出
院患者回访率达 100%。

技术在提高、服务在改善，患者就医满意度明显提高。
株洲医改人不就此止步，他们说：“医疗供给侧改革是一项
重大命题。 改革涉入深水区，治标更要治本。 ”

抓住制度这个根本，不断提高技术和服务质量，是株洲
医改始终努力的方向。 目前，株洲已全面实现公立医院用人
自主权，开展公立医院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公
立医院考核评估机制，推动公立医院从“要我提质”变成“我
要提质”。 今年 6 月，株洲又作为我省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
革试点全面启动试点工作， 收入分配方式进一步从与业务
收入、处方量挂钩转变为以工作质量、效率和满意度为主，
进一步体现业务骨干、临床一线人员的劳动价值；公立医院
考核办法持续细化、完善，制度“引擎”正推动改革不断迈向
纵深。

李克强总理对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
示：针对群众反映的痛点难点问题，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
改革， 切实把改革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和获得
感。

在医改这场持久战中， 株洲始终以为人民群众增添健
康福祉为使命，全力以赴，跑在前列！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推动机制创新 释放改革红利

以踏石有痕的精神 优化医疗体系 彰显普惠宗旨

以精益求精的匠心 提高服务质量 改善医疗供给
公立医院

改革之后 ，医患
关系更加和谐。

知名放疗科专家
朱苏雨在与株洲二医
院放疗科医生讨论诊
断结果。

现代化的株洲市中心医院。

美
丽
株
洲
魅
力
无
穷
。

谭
浩
瀚
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株洲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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