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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

第150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毛红霞，和法科委员: " " ¡£" '一 @"" ¡-@" """" " @¡-
@ 您们提出的 ¡¶关于提升我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案¡·议案收
悉£¬ 现答复如下: " " @ ¡-· "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中医药事业的关注£¬ 中医药是中国民族的
宝贵财富£¬是当之无愧的国粹¡£ 中医药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占有重
要位置£¬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也在提升
我市中医药服务能力方面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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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宣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一) 《中医药法》宣传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在2017年7月 1 日实施， 为了充分认识《中医药法》的重要意

义， 深刻领会《中医药法》的立法背景、 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

准确把握《中医药法》保护、 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精神

实质， 2017年7月在全市所有医疗机构启动《中医药法》的宣传

工作， 2018年6月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     河南省中医药健康
文化推进行动鳖庆祝@中医药法@实施一周年宣传活动》， 在全市

各中医医疗机构利用网络、 微信公众号、 LED、 宣传板块等方式
宣传中医药法， 通过学习 《中医药法》、 开展义诊活动、·开展中

医药体验活动、 举办中医药科普讲座等形式， 让卫生系统内职工

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中医药法》带来的实惠和促进身体健

康的重要意义。

(二)中医药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2016年1月， 我市被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主题为"中
医药产业集聚发展"。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在市域范围内开展试验

区建设的思路， 确定了一区三基地"的发展理念， 统筹发展全市
中医药事业、 产业。 为进一步推进试验区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许

昌市人民政府制定了 《关于加快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发展目标， 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

建立中医药研究机构、 大力发展中药材生产、 加工、 贸易产业。

为促进中医药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更好的贯彻落实《中医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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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制约我市中医事业发展的因素， 制定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中

医发展相关政策，2018年4月-6月许昌市卫计委联合许昌市中医
药学会通过书面调查、 问卷调查、 现场调研和召开座谈会的形式

对我市中医事业发展政策机制、 财政投入· 医保支付、 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 中医医院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 中医药文化等方面

进行调研， 并对有效资料进行数据分析。 目前《关于许昌市中医

事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己经形成， 在中医事业发展现状调研

的基础上， 我委正在起草 《许昌市中医药发展扶持意见》及《许

昌市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2016-2030)》， 为我市中医药发展提供
政策支持。

二、 加强校地合作

(一)为克分发挥许昌在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产业、 健康养

老、 旅游休闲等方面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2017年6月 9
旧， 许昌市人民政府与河南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充分

利用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教育、 科研、 医疗优势， 发展以许

昌市区为中心， 带动禹州市、 郁陵县并辐射全市的中医药事业和

健康养老养生产业， 并在合作办学、 建设医养结合基地、 医疗合

作、 发展中药产业等方面展开积极合作。

(二)为提升郁陵县中医院的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
平， 2018年8月 29 日， 郧陵县中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中医医院签署技术合作协议， 通过中医技术指导、 中医药人才培

养、 专科学科建设、 科研教学、 医院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合作，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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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郁陵县中医院科学发展， 提升中医药临床服务能力， 签署协议

当天， 郁陵县中医院进选7名业务骨干进行了拜师仪式。

三、 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

(一)订单定向培养免费医学生。 按照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的意见》(豫政办@20l4@l6l号)      ;
和省医改办等9部门 《关于印发基层卫生人才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

知》 (豫卫发 C2015@ 2 号)等文件要求， 2010 年、 2013 年《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许昌市5名中医本科生己经安置到位。

飞二)中医药师带徒传承。 2017 年 7 月 27 日， 河南省中医
医院联盟"杏林风采，医学名家学术宣传蛰大型义诊"活动在许昌-
市中医院举行， 活动包括"杏林风采·医学名家学术宣传童大型义

诊"活动许昌站启动仪式、大型义诊、师带徒传统拜师仪式、学术

宣讲， 我市从市、 县 (市、 区 )、 乡 (镇)等各级医疗机构迸选
56名中医技术骨干， 向省中医院 I4位专家教授进行跟师学习，       '

。-⋯·咐"学习各位专家教授的学术思想和独特胸诊疗经验「促进我市中医··⋯上一

诊疗水平的提升，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健康需求。

(三)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目前我市有2个全国基层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在建项目 (2017 年禹州市中医院和 2018 
年襄城县中医院各一个)， 正在申报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2个 (长葛市中医院和郁陵县中医院儿 2017年9月市
卫计委起草了《2O17 年许昌市中医药传承工作室建设实施方案》，

在全市二级以上中医医院或有条件的一级中医院建设中医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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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承工作室， 通过单位申报、 县 (市)卫计委推荐、 市卫生计生委

现场评估等程序， 最终确定许昌市中医院张少华、 禹州市中医院

李梅荣等 13个许昌市中医药传承工作室， 为我市发挥中医药特

色， 做好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传承和发扬工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

(四)名老中医评选。 为更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 加强卫生计生行业作风建设， 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传播全市卫生计生系统正能量， 2018年3月许昌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制定《许昌市撮美健康卫士辩选活实施方案》其中包括

10名铭中医"， 许昌市卫生计生委按照方案要求， 经过推荐， 审

核材料、 记者访谈、 群众投票、 专业化评审等过程， 最终确定代

国和、 杜仲海竿 10名许昌市铭中医"， 20I8年8月 15日， 首届
。。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 在许昌市许都大剧院举办了首届中国医

师节庆祝大会皆许昌市"最美健康卫士"颁奖典礼， 对包括  l0名
。。名中医"在打的40名"最美健康卫士"进行表彰"·-⋯

(五) "西医学习中医"培训。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大力发展

中医药事业的精神， 加强我市医疗机构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

识和技能培训工作， 20l7年2月市工生计生委制定并下发《许昌

市"西医学习中医"培训实施方案》，进选一级以上医疗机构、 乡镇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临床科室工作西医师， 通过集中理论授课与临

床实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培训， 经过向市委市政府

汇报和向有关部门协调争取到 10万元的培训经费， 保证了"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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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医"培训顺利实施， 20l8年6月， 许昌市首次"西医学习中
匠培训班正式开课， 100名学员利用每周日休息时间接受培训，

目前培训正在有序的进行中。

(六)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药法》第十五条规定"以
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 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 由至     ;
少两名中医医师推荐， 经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     ，
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 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

格"，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 15 号 )、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河南省中医
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

册管理实施细则 (暂行)的通知》豫卫发 C2018@ 6号已于2017 
年 12月 20日和2018年9月 17日印发实施， 目前我市参加首次

河南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备案工作已经结束， 报名工作于

2018年 12月 1 日开始。                             ，      " ·      :
-·。。，田:⋯。· ⋯  四、·¨重点·"特色中医专科建设--⋯-⋯¨  -⋯⋯·⋯·-⋯-。 - ·⋯"叩

(-) 目前， 我市共有省级重点、 特色、 特色强化中医专科

15个，其中省级重点中医专科3个， 特色中E专科8个， 特色强

化中医专科4个， 每个特色中医专科省级资助 50万元， 每个特

色强化中医专科在特色中医专科资助的基础上再补助 150万元，

用于特色专科建设发展， 经过近几年的建设， 各项目单位在专科    '
服务能力、 专科中医特色、 专科技术水平等方面有很大提升， 中

医治疗率均高于60%， 床位使用率均达到8o%以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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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年市卫生计生委印发 ¡¶许昌市重点专科评估管理
办法¡·£¬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中医重点¡¢ 特色专科评选工作£¬ 经过
单位申报¡¢材料审核和现场评估£¬ 最终确定许昌中医重点专科 5
个和中医特色专科5个¡£
五¡¢基本医保中中医药政策
经与人社部门沟通£¬ 一是我市目前执行的是 ¡¶河南省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l7年版)¡·和 ¡¶河南
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诊疗项目鳖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试
行 )¡· (豫人社(2017@ l03号人现行的药品目录中共有药品2890
个£¬ 其中中成药 1393种£¬ 中药饮片除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

录规定不予支付的外£¬ 其余中草药全部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
纳入医保诊疗项目可以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中医诊疗项日有

100余种£¬ 按照省规定£¬ 各地市不得以任何名义调整或另行制订
¡¶药品目录¡·¡¢ £¬对药括目录和诊疗项目目录没有权利修改£¬ 只能
严格遵漱执行¡£。、 · · ;             - ·- ¡-- ·    ¡-¡§ "。 -

实行门诊统筹是医保支付的一个方向£¬ 目前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门诊支付已经由成立之初的建立个人账户逐步转向全面实行

门诊统筹£¬ 中医门诊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
诊疗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可以按规定报销¡£ 目前£¬ 省内已经在部分
地市就城镇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工作进行试点£¬ 我市不是试点城
市£¬ 一旦有相关政策支持£¬ 我市会积极着手推进£¬使中医特色治
疗能够在我市所有参保人员的门诊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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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卫生计生委近年来为我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做了

相关工作， 但是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下一步我们认真总结， 查找

其中不足， 并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尽快落实《许昌市中医药

发展扶持意见》和相关政策， 为我市中医药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

保障; 二是继续开展铭中医"、坤医药传承工作室"和中医重点、

特色专科相关评选活动， 为我市中医诊疗水平的提升， 中医药特

色的发挥， 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和发扬打下见坚实的基础; 三是
继续举办中医师带徒和"西医学医中医"培训班， 为我市中医药事

业的发展储备人才; 四是加大校地合作力度， 借助相互优势， 提

高许昌中医药事业的影响力。 ·

最后， 衷心的感谢您对我市卫生计生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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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及电话: 许昌市卫生
联  系人: 谭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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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 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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