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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七届政协二次会议 ·
第154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王宇锋委员: "· ¡-@· " = '     ¡§      · · "
·您提出的"关于送医下乡 精准扶贫的提案吁收悉¡£现答复如

下: ' " " " ，£¬ "" @ "    ¡£ "@      ·       " · ;"    ··       ·    ··    " ;
脱贪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根据市委¡¢ 市政府关于打赢扶贫攻

坚战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 我委始终把健康扶贪工作摆在首要位置
来抓£¬ 坚持统筹落实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 精准把握
健康扶贫方向£¬ 认真落实各项健康扶贫措施£¬ 稳步推进健康扶贪
工作深入开展£¬ 充分发挥健康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行业作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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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减轻了贪困群众就医负担， 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保障了

贫困群众平等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 在全市46174名贪
困人口中， 因病致贪占据47%的比例， 其中慢性病患者更是占据

绝大部分的比例， 基于现状， 卫生计生部门作为健康扶贪的主要

牵头部门，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 !
一是长效管理， 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从2017年开

始， 我委率先在全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签约工作模式

是责任医生+团队+平台:乡镇卫生院医生依托团队(护士、公共卫

生服务人员和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指导医生、 包村医院的医生等组

成)和服务平台(乡、 县、 市医疗卫生机构、 ·区域诊断治疗中心? ，

以贫困人口家庭为切入点， 从慢性病人、 特殊群体等重点人群做

起， 建立了乡 (镇、 街道)、 村 (社区)签约服务网络， 积极引

导贫困人口与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建立签约关系，为贪困人口提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及个性化服务，

使家庭医生切实成为贪困人口健康守门人。 全市建立了以贪困人

口家庭医生签约为核心的卫生服务信息化工作平台， 所有的乡镇

卫生院全部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I054
个， 根据扶贫办提供信息进行签约服务， 确保每位贫困人口都有·

一名全科医生提供终身健康服务。 截至目前， 全市家庭医生共签

约贫困人口 46I74人， 基本实现了贪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

覆盖。

二是资源下沉， 开展"百医包百村"健康扶贫攻坚行动。 为提
升贫困村医疗服务能力， 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共享， 我委积极实施

"百医包百村"健康扶贪攻坚行动， 通过各承担工作任务的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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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协助贫困村建设标准化村卫生室、 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 提升

村医服务能力、 规范诊疗行为、 选派中高级以上职称技术骨干下

村帮扶、 开展义诊、 免费体检等措施， 持续提升贪困村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 同时， 要求各县 (市、 区)卫计委、 各分色贫困村的

医疗单位也制定帮扶工作方案， 指定院内相关业务科室和贫困村

结咸"对子"， 结合当地村医， 深入了解贫困人口患病情况， 指导

病人用药， 切实为患病贪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 减轻当地医务人

员的工作负担。 深入贫困村开展"三减三健"活动， 依托 《我是大

医师》 以及各类健康阵地，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开展义诊活动，

强化健康教育，着力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意识。 2018年以来， 参加

"百医包百村"健康扶贫攻坚行动的医疗卫生机构共 114家螺计参
加帮扶活动的医务人员 4548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 l05903份、 开

展健康讲座717场、 受益群众达59034人次、 访病人次 l0579、

制订治疗方案2392个、免费检测血糖37339人次、免费体检38204
人次、 帮助村卫生室完善规章制度 I026个、 培训乡医960人。

三是精准救助，对贫困人口患者实行免费发放药品。考虑到

慢性病贫商人口的药费问题仍然是降低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重
，"，     ，      "

要因素，窜委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由各县 (         ， 财政兜底， 根据建档立卡和全面摸排情况， 依
"" ""

托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对贫困人口慢性病患者实施免费

发放药品， 切实减轻贫困人口医药负担。 我们2018年依然依据
精准救助计划， 结合贪困人口患病情况， 依托当地乡镇卫生院签

约家庭医生及贫困村村医对贫困人口继续实施免费发放药品， 切

实减轻贫困人口医药负担。 2018年以来，全系统向贫困人口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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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药品 I76510人次，累计免除贫困患者医药费用 l073·2万元。

四是全面覆盖， 切实加强基层体育基础设施。 市体育局高度

重视基层体育健身设施和场地工作， 每年都会从休彩公益金中拿

出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基层体育健身设施， 每个乡 (镇、 办)建设
不少于 1000平方米的室外健身场地、安装不少于20件健身器材、

一个拥有看台的灯光篮球场和至少三幅乒乓球台。 每个行政村配

备"一场两台"即一个篮球场、 两张乒乓球台。 同时， 2017年， 市

财政局、 体育局联合下发拨付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全市 124个
贫困村建设体育健身设施 (包括 l2件健身器材、 2幅乒乓球台和
2幅篮球架儿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的锻炼条件，提高全民身体素

质。

下一步， 我们将按照全市脱贫攻坚的既定部署， 持续推进健

康扶贪工作， 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减轻贫困人口看

病就医负担， 全力帮助因病致贫返贫的群众早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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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卫生计生委   6066298 
联  系人: 李辉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 市政府督查室。

许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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