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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卫健办发〔2019〕11号

巴彦淖尔市关于开展公立医院党委书记
和院长“讲医改、见行动、出成效”

活动的实施方案

各旗县区卫生健康委，市直公立医院：

为进一步提升公立医院管理人员和一线医务工作人员医改

政策水平，从而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深化医改的决

策部署，推进公立医院现代化管理，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关于开展公立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讲医改、见行动、出成

效”活动的通知》（内卫计体改字〔2019〕136号）要求，结合

我市实际，现制定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各级公立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领导班子要通过开展“讲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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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见行动、出成效”活动进一步提高管理医院的专业知识和职

业素养，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掌握相关政策法规，强化改革政策

贯彻执行能力，形成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总结成效经验，做到

“知行合一”。同时，在全院范围营造人人讲政治、学政策、行

政令、促改革的工作氛围，促进全体工作人员将公立医院的公益

性质落实到各项工作中。通过不断的学政策、讲改革、抓落实，

在医院内部形成上下合力，推进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实现医院管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二、活动内容

旗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是活动主要宣讲人和

第一责任人。各医院可根据实际需要，安排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进

行补充宣讲，但不得代替党委书记或者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的亲

自宣讲。

（一）讲医改政策（宣讲 3个文件，补充学习 6个文件）

1.突出重点，宣讲三个文件。党委书记和院长重点宣讲《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三个文件。宣讲要

突出四个方面：一是三个文件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工作目标。

二是讲解落实三个文件的责任主体、具体任务、时限要求。三是

根据三个文件要求，对标对表讲评本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差

距。四是提出下一步解决实际问题、落实文件要求的具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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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兼顾全面，强化系统性讲解。各级公立医院书记和院长要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公立医院领

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全

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关于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

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等十八大以来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作为补充学习。通过补充

学习做到，一是明白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的基本条件和应尽义务就

是“认真贯彻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自觉履行公立医院的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二是明确公立医院党支部承担着保证监督改革

发展正确方向的重要任务。三是把握医院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

的功能定位、公益责任。四是找准医院组建的医联体在“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分级诊疗模式中的方向定

位、重点任务、机制建设。通过补充学习进一步理清本医院是谁

办的、为什么办、办成什么样、起什么作用，并将补充学习内容

融入落实三个重要文件，全面、系统的开展“讲医改、见行动、

出成效”活动。

（二）见改革行动（3个方面 10项工作）

1.通过宣讲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意见，在医院党委履职上

见行动。

各公立医院按照《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方

案》（巴组通字〔2019〕19号）要求，在“把方向、管大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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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促改革、保落实”上见行动。

（1）把握发展方向，明确功能定位。一是各旗县区公立医

院、市直医疗机构和乌拉特前旗博爱医院、五原县世康医院、杭

锦后旗河套医院及临河区10%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院要开展医院

章程管理工作，其他医院加快推进章程制定工作。二是各级各类

医院要把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和党建工作要求写入章程；把党

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内容写入章程；把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功能

定位、发展方向写入章程；把医院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医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面明确的功能定位、发展方

向、承担的责任写入章程。三是各旗县区公立医院、市直医疗机

构要把帮扶贫困旗县、支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等

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章程，且突出公益性。

（2）健全决策机制，完善规章制度。各级公立医院一是要

健全重大问题议事决策机制，保证党组织意图在决策中得到充分

体现，发挥专家治院的作用。二是要制定完善院级党组织会议、

院长办公会议等议事决策规则。三是要制定医院内部组织机构负

责人选拔任用流程和规定。四是要完善人才使用和引进管理办

法，建立班子成员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制度。

（3）加强组织保障，促进改革落实。各级公立医院一是把

学习医改政策作为党委年度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以

“三好一满意”创建活动为载体，建立医德医风工作机制，推进

医院文化建设。三是推进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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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宣讲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医院发展建

设要在符合功能定位和推进医院“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上

见行动。

（1）落实功能定位，推进分级诊疗。全市各医联体牵头单

位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负责制定本医院医联体内，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脑血管病、慢阻肺、乳腺癌、甲状腺癌、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等 8个疾病分级诊疗技术方案，并负责组织启动实施。

（2）完成公益任务，下沉医疗资源。各地区、各单位要进

一步完善三级公立医院帮扶贫困旗县医院工作方案和二级以上

公立医院支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根据实际

情况，做到切实可行，确保上级优质医疗资源有效下沉基层。

（3）落实核心制度，加强自我管理。各级医疗机构要以医

院章程为统领，以医疗质量核心制度为重点，进一步完善院内质

量安全、药事管理等制度体系工作，切实履行自我管理责任，强

化内部管理。

（4）加强网络建设，促进便民惠民。一是加强医联体区域

医疗中心远程医疗服务系统建设与应用，三级医院启动互联网

（远程）医院建设，二级医院启动互联网（远程）诊疗服务。二

是加快推进全民普及应用电子健康卡（码）工作任务。三是按照

《巴彦淖尔市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十项任务”推进落实工作

方案》落实 2019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任务。

3.通过宣讲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意见，医院管理要在“由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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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化管理转向全方位的绩效管理”上见行动。

（1）推进预算管理，优化管理方式。规范建立总会计师制

度。推进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

（2）落实绩效考核，提升服务效率。按照绩效考核指标要

求，建立自我评价长效机制，定时开展医院自评，查找不足，根

据自评结果及时调整完善本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方案，

优化医院运行，提高员工积极性。

（3）建设支撑体系，优化绩效考核。三级公立医院启动信

息平台建设，落实疾病分类编码、手术操作编码、医学名词术语

集和病案首页“四统一”，提高病案质量。建立健全各医院满意

度管理制度建设，推广应用 DRGs绩效评价等医疗质量管理工具。

（三）出深改成效（3个方面 10项工作）

1.在强化党组织作用上出成效。

（1）把握发展方向，提供符合功能定位的服务成效。一是

三级公立医院收治常见病、多发病、病情稳定慢性病患者的占比

较上年减少，出院人次与门诊人次比较上年提高。二是旗县医院

外转住院患者较上年下降。

（2）加强党员管理，发挥党员引领带头作用上有成效。一

是医院晋位升级的基层党组织较上年增加。二是党员先锋示范岗

建设较上年增加。三是党员医务人员中，处方合理、群众表扬等

正向性指标占比较高。四是党员医务人员中患者投诉、违反行风

“九不准”等负向性指标占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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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员工参与积极性、提高满意度上有成效。一是医

院员工参与满意度测评人数较上年增加。二是员工满意度测评结

果较上年提高。三是有高层次人才、技术骨干加入党组织人数较

上年有提升。

（4）有效下沉优质医疗资源，支援帮扶基层医疗机构发展

上有成效。一是受帮扶的贫困旗县医院诊疗科目较上年增加。二

是受帮扶的贫困旗县医院新技术项目较上年增加。三是受帮扶的

贫困旗县医院住院患者人次较上年增加。四是城市医疗集团、旗

县域医共体的成员单位诊疗人次较上年增加。

2.在推进绩效管理上出成效。

（1）运行效率逐步提高有成效。一是医院平均住院日较上

年缩短。二是手术患者平均住院日较上年缩短。三是分级诊疗服

务 8个病种经基层转诊、预约就诊人次占比增加。四是分级诊疗

服务 8个病种下转随访人次占比增加。

（2）服务质量逐步提升有成效。一是三级医院的三级、四

级手术占比较上年增加。二是三级医院微创手术占比增加。三是

大型设备检查阳性率较上年提高。四是出院患者临床路径管理占

比较上年提高。五是点评处方占总处方比较上年提高。六是合理

处方占比较上年增加。七是 11个单病种质量管理持续改进。

（3）医院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医院年度收支控制在预算指

标以内。二是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重较上年有所提高。三是

医院管理费用占业务支出的比重较上年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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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满足群众需求上出成效。

（1）优化就医流程，改善院内服务有成效。一是患者在医

院内的重复排队减少。二是门诊全程候诊时间减少。三是各级医

疗机构内全部实现电子健康码扫码看病。

（2）创新院外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有成效。一是专科

医生参与家庭团队签约服务增加。二是通过家庭医生提供的预约

挂号占比较上年增加。三是通过家庭医生提供的向上转诊等服务

的占比较上年增加。四是远程互联网服务人次较上年增加。

（3）持续医疗服务，群众满意度逐步提升有成效。国家卫

生健康委满意度调查平台显示群众满意度较上年提高。

三、实施步骤

（一）活动启动。4月份，全市启动“讲医改、见行动、出

成效”活动。

（二）院内宣讲。2019年 4月 15日前，各公立医院领导班

子集体学习 3个宣讲文件，党委书记和院长共同研究确定各自宣

讲题目和内容，准备宣讲课件或讲稿。宣讲稿要经过班子集体研

究讨论，学习过程要有记录。5月中旬完成院内宣讲，党委书记

和院长每人至少在全院范围宣讲一次（人员较多的医院根据会场

情况确定人数）。党委书记和院长由一人兼任的，可分别就加强

公立医院党的建设、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3个题目各宣讲一次，也可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与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合并为一次进行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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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外互讲。5月下旬开始，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旗县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各自安排辖区内公立医院院外互讲活动。可以

两个医院对口讲，也可所有医院之间串讲。基本要求是，每个医

院至少从党委书记或者院长中选派 1名同志到其他医院宣讲一

次，提倡两人分别宣讲。如果是一人代表医院宣讲，宣讲内容要

包括加强党的建设、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各

旗县区卫健委要将本地院外护讲活动安排表于 5月 31日上报市

卫计委，保证 6月底前完成公立医院院外护讲活动，同时将本地

区公立医院院内宣讲和院外护讲活动总结于 6月 28日前上报市

卫健委。

（四）区域宣讲。7月开始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参加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安排的盟市间的互讲或串讲活动。

（五）自查调度。各公立医院在院内宣讲结束后，对标见成

效的指标要求和对照见行动的 10项任务要求，按月进行自我检

查，从 7月开始，每月 5日前向属地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报工作推

进报告。

（六）活动总结。2019年 9月 10日前，各旗县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汇总辖区各公立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讲医改、见行动的情

况，形成书面总结报告，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组织实施

（一）各旗县区要统筹做好本地区活动的部署、督促和指导

工作，重点抓好旗县级医院活动的开展。各旗县区卫生健康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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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要亲自领导、指导本次活动。党委书记和

院长进行院内宣讲时，按照隶属关系卫生健康委有关领导要参加

宣讲会议，指导宣讲人按照讲授、讲解、讲评、讲述四个层次进

行宣讲。

（二）各公立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亲

自组织学习研究政策，亲自组织撰写宣讲材料或制作课件，亲自

登台宣传讲解。通过亲自宣讲医改政策、亲自组织落实措施，彰

显领导干部“知行合一”的本色，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各旗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要大力宣传“讲医改、见行

动、出成效”活动，及时收集辖区公立医院宣讲课件、视频、图

文信息等报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 系 人：高鹏举

联系电话：0478—8762011

电子信箱：bswjwyzk@163.com

附件：公立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讲医改、见行动、出成效”

活动任务清单

2019年 4月 17日

mailto:bswjwyz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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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讲医改、见行动、出成效”活动任务清单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事项 任务 内容 具体要求

讲医改

（3轮宣讲3

个文件 4个

部分）

本院宣讲

1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

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宣讲包括：

1.讲授出台文件的目的意义、基本原则、工作目标

2.讲解责任主体、具体任务、时限要求

3.讲评本医院成绩和存在的差距

4.讲述本医院落实文件的思考和打算

参考文件：《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试行）》《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

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

2.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的指导意见

3.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

区域互讲 同上 1.旗县、盟市、自治区各自组织区域互讲

区内宣讲 同上 1.自治区组织到盟市宣讲

见行动

（45项任

务）

医院党委履职

上见行动（10

项任务）

1.把方向上有行动

1.推进医院章程编制工作，把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和党建工作要求（含

医院党委 9项职责内容及第一项中的“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

策措施”）、利于发挥战斗堡垒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和政府举办公立

医院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写入章程

2.管大局做决策上有行 1.健全重大问题议事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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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任务 内容 具体要求

动 2.制定完善院级党组织会议、院长办公会议等议事决策规则

3.制定医院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选拔任用流程和规定

4.完善人才使用和引进管理办法

5.建立班子成员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制度

3.促改革保落实上有行

动

1.把学习医改政策作为党委年度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2.以“三好一满意”创建活动为载体，推进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3.建立医德医风工作机制

4.推进医院文化建设

医院发展建设

见行动（27项

任务）

1.落实医院功能定位上

有行动

1～8.本院组建的医联体内启动实施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

慢阻肺、乳腺癌、甲状腺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 8个病种分级诊疗技术

方案（按病种计共 8项任务）

2.完成公益性任务上有

行动

1.重新完善三级公立医院精准帮扶贫困旗县医院

2.重新完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支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方案

3.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派到贫困旗县医院

4.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派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履行自我管理责任上

有行动

以医疗质量核心制度为重点，启动完善

1.院内质量安全制度体系

2.院内药事管理等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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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任务 内容 具体要求

4.便民惠民服务上有行

动

1.三级公立医院启动互联网（远程）医院建设

2.二级医院启动互联网（远程）诊疗服务

3.开设云诊室、应用健康码

4～13.部署 2019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10项重点任务。（10项

任务）

3.医院绩效管

理上见行动（8

项任务）

1.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

度上有行动

1.规范建立总会计师制度

2.推进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

2.发挥绩效考核引导作

用上有行动

1.根据绩效考核指标对本院情况进行自我评价

2.根据自评结果，及时调整完善本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方案

3.支撑绩效考核上有行

动

1.启动三级公立医院信息平台建设

2.提高病案质量

3.推进医院满意度管理制度建设

4.推广应用 DRGs绩效评价等医疗质量管理工具

出成效

（50项成

效）

1.在强化党组

织作用上出成

效(14项指标)

1.提供符合功能定位、

发展方向的服务有成效

1.城市三级公立医院收治常见病、多发病、病情稳定慢性病患者的占比较

上年减少

2.城市三级公立医院出院人次与门诊人次比较上年提高

3.旗县医院外转住院患者较上年下降

2.教育党员、管理党员、

监督党员有成效

1.医院晋位升级的基层党组织较上年增加

2.党员先锋示范岗建设较上年增加

3.党员医务人员中，处方合理、群众表扬等正向性指标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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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任务 内容 具体要求

4.党员医务人员中，患者投诉、违反行风“九不准”等负向性指标占比较

低

3.组织群众、宣传群众、

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有

成效

1.医院员工参与满意度测评人数较上年增加

2.医院员工参与满意度测评结果较上年提高

3.有高层次人才、技术骨干加入党组织

4.对口帮扶贫困旗县、

支援基层医疗机构发展

有成效

1.受帮扶的贫困旗县医院诊疗科目较上年增加

2.受帮扶的贫困旗县医院新技术项目较上年增加

3.受帮扶的贫困旗县医院住院患者人次较上年增加

4.医院牵头组建的城市医疗集团、旗县域医共体的成员单位诊疗人次较上

年增加

2.在推进绩效

管理上出成效

（28项）

1.效率提高有成效

1.医院平均住院日较上年缩短

2.手术患者平均住院日较上年缩短

3～10.分级诊疗服务 8个病种经基层转诊、预约就诊人次占比增加（按病

种计共 8项任务指标）

11～18.分级诊疗服务 8个病种下转随访人次占比增加（按病种计共 8项任

务指标）

2.质量提升有成效

1.三级医院的三级、四级手术占比较上年增加

2.三级医院微创手术占比增加

3.大型设备检查阳性率较上年提高

4.出院患者临床路径管理占比较上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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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任务 内容 具体要求

5.点评处方占总处方比较上年提高

6.合理处方占比较上年增加

7.11个单病种质量管理持续改进

3.持续发展有成效

1.医院年度收支控制在预算指标以内

2.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重较上年有所提高

3.医院管理费用占业务支出的比重较上年有所降低

3.在满足群众

需求上出成效

（8项）

1.改善院内服务有成效

1.患者在医院内的重复排队减少

2.门诊全程候诊时间减少

3.本医院和医联体内全部应用电子健康码扫码看病

2.创新院外服务有成效

1.专科医生参与家庭团队签约服务增加

2.通过家庭医生提供的预约挂号占比较上年增加

3.通过家庭医生提供的向上转诊等服务的占比较上年增加

4.远程互联网服务人次较上年增加。

3.群众评价医院有成效 1.国家卫生健康委满意度调查平台显示群众满意度较上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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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4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