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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长期照料负担重等难题。

除 了 让 闲 置 资 源 得 到 充 分 利

用，绵阳市还通过改善公共服务配

套，提升公共服务档次。江油市原

义新镇合并到新安镇后，新安镇

65 岁以上老年人增至 3386 人，占

全镇人口的 10.7%。对此，当地将

敬老院和卫生院资源整合，大力推

行“两院一体”医养结合试点。最

近，义新卫生院住院部闲置病房改

造装修工程已经收尾，还与上级医

院建立老年病、慢性病技术指导与

人员培训机制，形成同时供 30 人

就医和 100 人养老的医养结合服

务中心。这里既能治病，又能养老，

“医不能养，养不能医”的现实难

题正在逐步得到破解。

不仅仅是对被撤并乡镇的卫生

院换块牌子，更重要的是重新校准

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定位和角色使

命，错位发展、互为补充、供需对

接，真正融入两项改革“后半篇”

文章的新发展格局。绵阳市级层面

出台了《关于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

单做“加法”，让两家卫生院维持

现状，依然“各吹各号、各唱各调”，

显然与改革初衷不符，也不利于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就是在

这样一种“两难”抉择情况下，安

州区率先在雎水镇探索推行“乡镇

卫 生 院 + 养 老 院 + 社 区” 模 式 ,

成立全市首家乡镇医养机构——安

州区金色年华医养结合中心 , 利用

沸水镇卫生院原业务用房进行适老

化改造，完善基础生活设施配套，

优化无障碍生活环境，内设用餐室、

老年护理部、康复活动室和老年娱

乐活动场所，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 26 人，组建专业护理团队，开

展医、养、护一体化服务，通过整

合盘活乡镇卫生院、养老机构资源，

既避免了卫生资源闲置浪费，又实

现“医疗”与“养老”融合发展，

走出一条基层卫生资源整合的新路

子。目前，中心有 25 名老人入住，

主要包括自理老人、失能、半失能

老人等，基本解决了这部分老人在

家护理难度大、医疗救治不及时、

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助力健康绵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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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

建制调整改革是四川省委作出的打

基础、利长远、系全局的重大改革

部署，如何巩固改革成果、如何在

改革中办好医疗卫生这件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也是当前的

一项重要工作。绵阳市充分用好乡

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的改革

红利，以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为核心，在资源优化配置上下足

功夫，做深做实改革“后半篇”文章，

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优化资源配置，重点在“合”

字上做文章

在本次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

中，安州区原沸水镇并入雎水镇，

雎水镇就有两家卫生院——沸水镇

卫生院和雎水镇卫生院，两家医院

下一步如何发展？如果简单做“减

法”，将其中一家卫生院一撤了之，

就会面临医务人员就业安置问题、

群众看病就医不方便问题，还会造

成房屋、设备等资源浪费；如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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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服务“小、散、弱”的问题。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前，游

仙区乡镇卫生院“数量多、规模

小、 布 局 密、 水 平 低”， 普 遍 存

在专业技术人员匮乏、服务能力

薄弱、人才流失严重、相互竞争、

运转困难等问题，制约了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的提升。改革后，游

仙区将原来 22 家乡镇卫生院整合

组建成 8 个镇域医疗卫生中心，

形成以建制乡镇卫生院为总院、

非 建 制 卫 生 院 为 分 院 的“1+N”

基层医疗融合发展态势，实现人、

财、 物、 技 术、 信 息、 管 理 一 体

化，有效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

不留“死角”和“盲区”。同时，

还实行基本公共卫生科科长兼任

总院副院长，做到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镇域内“一支队伍”“一个

标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不让基层因改革而导致群众健康服

务“打折扣”。“留住患者的前提

是留住好医生，而留住好医生必须

要有激励机制”。游仙区还根据距

离城区远近按照城郊、近郊、中郊

和远郊乡镇的梯度建立基层医务人

员生活补助机制，激励引导卫生专

业技术人才服务基层，打破“缺医

生—没病人—留不住医生—留不住

病人”的怪圈，努力实现“卫生健

康事业得发展、医务人员受鼓舞、

广大群众得实惠”的改革目标。

三台县重点布局芦溪、西平、

塔山、观桥 4 个县域医疗次中心，

引领县域东、西、南、北四路，做

大做强 11 个中心卫生院，示范带

务能力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适

应老龄化趋势，探索医疗卫生和养

老服务资源整合、服务衔接，鼓励

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康

复医疗、老年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接

续性医疗服务。

增强服务能力，突出在“调”

字上发力

强基层，怎么强？强基层的重

点在哪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否

要“跟风”综合医院发展模式，一

味追求“大而全”？这是长期以来

困扰基层卫生工作的问题。调研发

现，两项改革后，伴随着乡镇行政

区划调整，如何就近就便解决看病

难题，老百姓非常关心，政府和社

会各界也十分关注。

两项改革前，绵阳市有乡镇卫

生院 273 家，村卫生室 3285 个，

两项改革后，全市有乡镇（街道）

166 个，村（社区）2069 个。近日，

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在全市已遴选

一批覆盖人口多、服务半径大、基

础条件好的中心镇、重点镇卫生院，

规划建设 28 个县域医疗次中心，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在调研中发现，改革前，由

于设施设备、特效药品和专业人员

不足，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不信任，

不愿就近就医，面临“小病医不到、

大病医不了、急病跟着跑”的尴尬。

为针对性解决这些难题，绵阳市率

先提出建强县域医疗次中心，根据

山区、丘区、平原地区特点及人口

分布，在各县市区规划布局 2 ～ 5

个县域医疗次中心，3 ～ 5 年内达

到二级综合医院水平，化解基层医

家庭签约医生到服务对象家里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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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推动“县级医院强”到“县域

医疗强”。

以科技赋能为支撑，为基层医

疗插上信息化“翅膀”

就近看病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办

法，如何还能看得好病？农村老百

姓获取好的医疗资源的成本远比城

市更加昂贵，造成了讳疾忌医，看

病意愿不高的现象，由此小病拖成

大病，最终大病致贫。针对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比较薄弱、老百姓在家

门口看不好病等问题，绵阳市推进

人工智能助力基层医疗发展试点，

积极探索“互联网 + 医疗健康”助

推基层医疗改革、助推基层医务人

员能力提升、助推健康扶贫。通过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

与基层医疗的深度融合，破解基层

医务人员不足、诊疗水平不高不均

衡等瓶颈问题。

数据能为解决基层“看病难”

做些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患者只增不减，医疗资源又存在

明显城乡差异，基层医务人员诊疗

水平有待提高，需要更多经验。如

何实现成为一个关键问题。2020 年

以来，绵阳市争取 850 余万元项目

经费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采购

配备1252台健康一体机（包括心电、

血压、血糖、尿常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报告等 8 类监测设备），注

重更有效的“防”，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同时，对接四

川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

统，引入 AI 医生助手，具备检查

结果采集、健康档案录入、电子处

方推荐、AI 医生辅助诊疗等功能，

基于三甲医院医生大量病历、治疗

方案的数据分析，总结出一般性经

验模型，即便经验不足的年轻医生，

也能借助辅助系统给出合适的诊疗

方案，弥补基层医生经验和能力不

足的问题，常见病、多发病在乡镇

卫生院就能得到有效诊治，打通了

基层医疗的“任督二脉”，让群众

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目前，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家庭医生临床服务能力建设）国

家试点项目已正式在绵阳落地，到

2021 年将建成覆盖全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辅助诊疗系统和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支撑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充分

释放改革红利。

动片区医疗发展，整体提升 17 个

一般乡镇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形

成“多路示范、优势互补、同频共

振”态势。

平武县以国家县域紧密型医共

体试点为契机，探索建立“集团 +

专科联盟”的医共体模式，县人民

医院为牵头医院，县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疾控中心、传染病医院和

全县乡镇卫生院为成员单位，成立

县医院集团，促进县乡医疗机构真

正实现“进一家门、成一家人、干

一家事”。立足规范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组建“危急重创联盟”“中

医联盟”“妇女儿童专科联盟”“公

共卫生联盟”，重点建设水晶、江

油关、平通、豆叩四个片区医疗中

心，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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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疗次中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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