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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环境卫生等挂钩的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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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

“这是上个月的评分表，每个人
的医德医风、工作业绩都有评分。”5
月22日下午，在陵水英州镇田仔卫
生院，该院院长王泽任向海南日报
记者展示了一叠厚厚的评分表，评
分与他们的薪酬分配及晋升考核密
切相关。

田仔卫生院位于田仔村，位置偏
远、条件艰苦，除日常的坐诊外还承
担了大量乡村的公共卫生、健康扶贫
的工作，但以前由于工资待遇水平偏
低，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对该
院医疗服务水平有不利影响。

“过去吃‘大锅饭’的现象影响
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反正干好干坏
每月都是2000多元，只要不出错就
万事大吉的思想还是存在。”王泽任
直言。

通过评分制度，包括田仔卫生院
在内的全县20个基层医疗机构建立
起绩效工资与工作量、服务质量、技
术水平、医德医风、安全生产、环境卫
生等挂钩的分配机制。

“实行了激励薪酬制度后，我

们都比过去更有积极性，也更注重
自身医德医风的建设，工作上更细
致认真。”田仔卫生院的门诊医生
曾英说。

利于增强医院活力

在田仔卫生院，记者见到了两份
方案，一份是《陵水黎族自治县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薪酬激励绩效考核方
案（试行）》，另一份是《田仔卫生院薪
酬激励绩效考核分配方案》。前者对
全县20个基层医疗机构的考核作了
详细规定，但没有涉及到基层医疗机
构内部分配的规定；后者则详细规定
了田仔卫生院内部人员考核和薪酬
分配的情况。

这表明陵水基层医疗机构具分
配自主权。激励薪酬分为两部分，
基础部分（占70%）年初预拨，基层
医疗机构按月考核后发放，可由基
层医院按内部实际分配；奖励部分
（占30%）经年终绩效考核后计发，
考核不合格的基层医疗机构不发放
奖励部分。

“激励薪酬的自主分配权便于卫
生院根据自身需要做自主管理安

排。”田仔卫生院副院长黎传灿介绍。
“在分配中坚持多劳多得、优绩

优酬，并重点向一线医务人员、骨干
医师和作出突出成绩的其他工作人
员倾斜。”黎传灿透露，对于出现有
重大医疗事故并负有全部责任的人
员，激励薪酬将会被一票否决。

陵水县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施激励薪酬制度后，陵水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月平均激励薪酬
为400元，业绩表现突出的可达800
元，对稳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
员队伍，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活力
起到积极作用。

服务提升患者回流

5月 22日下午，记者在田仔卫
生院看到，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
绝。“田仔卫生院服务的范围有4个
行政村，服务人群大约为1.3万人。”
王泽任透露，以往前来看病的患者
不多，每天五六十人，其余的患者会
选择到英州镇卫生院或县城的医院
就医。

“自从实行了基本药品零差价，
基本上卫生院能创收的只有每位患

者的10元一般诊疗费。”王泽任坦
言，过去的情况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医护人员收入低，留不住优秀人才，
留下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医疗、服务
水平跟不上，患者更不愿意来，医护
人员收入更低……

实行激励薪酬制度后，情况开始
有了改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
提高了工作积极性，优秀的人才留了下
来，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及服务水平有
了提升，患者回流，医院收入增加，医护
人员收入也有所提高……一个医院、
医务人员与患者三方受益的良性循
环正在形成。

“现在医生的服务态度比以前
好。”在田仔卫生院就诊的患者胡怀
宁告诉记者。

“现在每天都会有超过100名患
者在我们卫生院就诊，最多时达到了
160多人。”王泽任说，由此带来医生
基本绩效工资增长，再加上激励薪
酬，工作表现突出的医生，月综合收
入可以比过去多大约2000元。同
时，患者回流就近就诊，也是对分级
诊疗的推进，减少了小病也到大医院
看的情况。

（本报椰林5月23日电）

陵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激励薪酬机制

一次为基层医院“留人”的探索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5月23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住院部A座第四层的20张
床位已全部住满。“过去许多脑卒中
患者直接转到三亚或海口的医院救
治，没那么多人住在这里。”内三科
主任王立姝介绍，陵水县人民医院内
三科于今年1月设立，如今越来越多
的脑卒中患者不用出县就能得到有
效治疗。

变化同样发生在该院的外一
科。过去外一科只能开展阑尾炎手
术等基础手术，复杂、大型手术无法
开展，疑难危重疾病患者只能转院治
疗。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陈剑波去
年11月入职以来，担任该科室主任，
至今已经开展了多例胃癌根治术、重
症坏死胰腺炎患者抢救等治疗。

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近年
来陵水加大医疗卫生领域人才引进
工作力度，从全国各地引进学科带头
人、专家学者、主治医师等，从人才方
面保障医疗技术水平，提升疑难危重
疾病诊治能力，缓解了当地医疗人才

匮乏的问题，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足不
出县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去年11月，王立姝通过陵水紧
缺急需人才招聘来到陵水县人民医
院就职。此前，她曾在北京宣武医院
神经重症监护病房学习进修，掌握神
经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诊治知识，具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她的到来，填补
了陵水县人民医院神经专科空白，并
带动神经内科学科、人才队伍建设，
规范临床护理操作流程。

除了转诊率的下降，医疗人才的
引进还为陵水医疗学科建设的长远
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联动效应。对于
陵水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学科建
设而言，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于今年4
月在外三科开通了“急性脑梗死静脉
溶栓绿色通道”。

4月8日晚，一位84岁的患者突
发急性脑梗被送到陵水县人民医院，
外三科立即启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
栓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分秒必争为
患者开展治疗，成功从死神手中抢救
回生命。“因为年纪大，来的时候患者
情况很危急，5天后患者已经能够自
己走着出院。”王立姝说。

“急性脑梗死目前唯一有效的治
疗方法就是‘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可
以迅速缓解肢体瘫痪等症状。”据介
绍，陵水县人民医院开通全县首家

“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绿色通道”，将
“时间就是大脑”的理念融贯于急性
脑梗死救治的全过程，提高治愈率，
减少致残率、死亡率，为急性脑梗死
患者保驾护航。

引进的学科带头人，发挥着“传
帮带”的作用，促进了陵水本地青年
医生的成长。“王立姝主任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我来到内三科的几个
月，在她的带领和指导下，学到了许
多神经内科的诊疗经验，逐渐也能自
己独立诊断一些病例。”内三科医生
刘英尧表示。

除了学科带头人，陵水同样注重
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引进，陵水
县人民医院院长郭阳便是其中的代
表。作为海南“好医生、好院长”第二
批引进人才之一，郭阳自2017年12
月担任该院院长以来，一直致力于医
院改革，努力发挥外来人才和本土人
才相结合的优势，提高了该院的整体
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

陵水引入医疗卫生领域优秀人
才、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脚步并未停
歇，今年4月13日，该县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130名专业人才，其中，陵水
县人民医院招聘妇科、产科、儿科、中
医科、放射科等科室骨干，具有正高
职称的医师年薪最高可达36万元。

陵水县卫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陵水还将多措并举继续加强
医疗卫生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继续探
索人才引进、培养和管理机制，做到

“招得到，留得住，用得了”，提升医疗
卫生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本报椰林5月23日电）

陵水大力引进优秀人才，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

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治好重病难病

健康体检
阳光成长

5月23日上午，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县城映山红幼儿园内，陵
水城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该
园200多名小朋友进行健康体
检。

近日陵水县卫健委下发通
知，要求全县各乡镇卫生院、县
妇幼保健院在“六一”国际儿童
节前后为各自辖区内3岁至6岁
儿童进行集中免费健康体检。

陵水县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体检旨在强化健康服
务管理，提高全县儿童身体健康
水平。

文/本报记者 梁君穷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陵水扎实推进医联体建设
本报椰林5月23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陈照喆）“县中医院的专家、主治医师来到镇卫生
院坐诊，我们看些难病方便很多。”近日，陵水黎族
自治县英州镇田仔村村民胡金飞在该镇中心卫生
院看完病后说道。

这得益于近年来陵水扎实推进医疗联合体建
设工作。陵水县中医院加入海南省中医医疗集
团，与英州镇中心卫生院、黎安镇卫生院、提蒙卫
生院、清水湾立晖门诊等4家单位共建中医康复
医学专科医联体。

此外，陵水县人民医院与海南省眼科医院签
署眼科医联体建设协议，启动省眼科医院和陵水
县人民医院医联体建设；该院还与本号镇、隆广镇
中心卫生院启动医共体建设，今年以来，派驻9名
医务人员到卫生院开展工作，其中2名挂职业务
副院长，方便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同时，陵水努力建立健全互联互通的医疗服
务体系。分别在英州镇、本号镇中心卫生院建立
影像远程诊断中心，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也
加强了县级医院专科医师和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
师的交流，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2018年，陵水与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海
医附院、省妇幼保健院等上级医院签订对口支援
协议。先后开设吴山工作室和敖虎山工作室，县
级公立医院每月到对口帮扶卫生院，开展坐诊、查
房、手术演示、技术培训、学术讲座等服务。”陵水
卫健委主要负责人介绍，组建医联体，目的是推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水平，推进和建
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
度，使群众看病就医更加方便。

陵水加大贫困人口门诊医疗救助力度

今年来救助贫困户
逾5万人次

本报椰林5月23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5月22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
镇田仔村的贫困户胡福乐因发烧来到田仔卫生院
就诊，原本40元的医药费，经过系统自动查询确
定报销和救助金额，最后只交了1元钱就拿到药。

这得益于陵水近年来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各项
工作，加大了门诊医疗救助力度。该县在提高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和特困人群门诊报销
比例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额外增加门诊医疗救
助，贫困户、低保对象每年限额为2000元，特困供
养人员为5000元。

同时，陵水落实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
象和特困人群医疗保障的全覆盖。2019年以来，
陵水实施农村贫困患者门诊救助53587人次，救
助金额228万元。大病慢病门诊1197人次，对报
销比例达不到80%部分进行救助。

据悉，目前陵水全县43069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和5070名低保对象、特困人群都参加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医疗保险个人部分由政府全额代缴，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城乡居民补充医疗
保险、民政救助及健康扶贫专项救助资金政策。
今年以来共救助住院贫困患者791人次，健康扶
贫救助资金共计支出31.4万元。

此外，陵水完善了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和特
困人群的随诊、慢病服务管理及建立健康扶贫动
态管理数据库工作。目前，全县共筛查出患者
8795人，其中24种大病集中救治对象511人；高
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及重型精神疾病四类慢性病
患者4326人，并纳入规范性管理，定期入户随诊。

陵水开展“全国助残日”
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椰林5月23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每年5月的第3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
日。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卫健委组织该县相关
医疗机构开展了“全国助残日”系列主题活动。

日前，陵水县卫健委组织相关医疗卫生单位
在隆广卫生院开展以“全民营养，全面健康”“健康
陵水，营养先行”为主题的“全民营养周”活动，活
动共发放宣传折页、宣传册、宣传扇子600多份，
参与群众达200多人。

陵水县中医院与隆广卫生院中医专家共同开
展“2019年中医药健康你我他”主题宣传义诊活
动。此次义诊为50多名群众进行了血压测量检
查，发放中医宣传小册50份，健康咨询人数近70
人。陵水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等5
家单位还在隆广镇开展第十五届科技月和“全国
助残日”活动，约200名群众接受了义诊。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通讯员 陈照喆

2018年 11月，陵水
黎族自治县制定了《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
提高激励薪酬实施方案》，
在足额保障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绩效工资基础上，
把基层医疗机构在编人
员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
增加一倍，增量部分作为
激励薪酬。该方案主要
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待遇，
把优秀的医务人员留在
基层。

半年过去，该方案施
行带给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及医务人员哪些改
变？近日，海南日报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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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县人民医院内三科主任王立姝在给病人诊断病情。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5月9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胸痛
中心，就诊指引标识清晰醒目。

据悉，胸痛中心的建设，旨在优化流程、缩短
胸痛患者救治时间。陵水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目
前已通过海南省省级联盟“胸痛中心”专家预检，
在我省县级医院中走在前列。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