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港市卫生和计掀‘育委员会文件 
张卫行〔2017) 38号 

关于印发2017年度镇（区）卫生计生工作 

目标责任考核评估细则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委会、双山岛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 

现将《2017年度镇（区）卫生计生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评估

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统筹安排，抓好落实，确保完成

全年卫生计生工作目标任务。 

附件：C-)017年度镇（区）卫生计生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评估细则 

叭 
计划生育委员会 

20,7年4妙 
（此件依申请公开） 
	

“女之二汾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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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度镇（区）卫生计生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评估细则 

项目 
l 
l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组织

保障（6 

分） 

1．卫生计生事业建设和发展纳入镇（区）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卫生计生工作、人员、

运行・ 基本建设和设备等经费足额保障。 

O乙 

未纳入发展规划的扣1分；未下达财务收支综合预算的扣1 

分，经费未分项目安排的扣1分，经费未足额安排的每项扣 

0. 5分。 

2．按规定标准安排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息辖

及 

信对 

。曰 
按常住人口人均80元的60%（中心城区30%）安排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按户籍人口人均35元的50％安排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未达标准的按比例扣分。 

含院

的 

（

医达 
金性下 

资

合政 

项综财 专营市 
设民付 建内拨 

化区时 

生准

助 

计标补 
生的

行金 
卫且足进
资 

和规务

助 

急

按服补 
应
。生
院 

生）卫

医 

卫费共

合 

实
经公综 落护担

营 
3-维

承民 

2 

未按实际需要落实卫生应急工作专项资金的扣1分：未按实

际需要落实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的扣1分；未及时、

足额对民营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的扣2分；补助资

金超时拨付（未在文件下达后1个月内拨付）的每项扣1分。 

体系

建设（28 

分） 

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按计划完成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建设任务；实现以点为单位的数字化预防接种门

诊、儿童保健门诊建设和智能化免疫规划管理系统的

全覆盖；杨舍、金港、锦丰、凤凰、南丰、大新等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成市民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平

台；完成申报的“江苏省示范村卫生室”创建任务。 

孟
任 

计划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任务未完成的扣2分，未按标

准建设的每家扣1分；数字化儿童保健门诊、数字化预防接

种门诊建成率不达标的扣1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转型成

市民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平台的扣1分；“江苏省示范村卫生

室”创建计划未完成的扣1分。 

2.基层医疗卫生运行机制改革。凤凰、南丰、大新医

院上划市管；整合镇级卫生计生行政管理职能，明确

卫生计生综合管理部门（科室）；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法人主体地位，财务独立核算：深化辖区医院与社

区一体化管理，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服务能力

和水平。 

A仕 每有一项工作未完成的视情扣0. 5一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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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二、体系

建设（28 

分） 

3，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社区卫生服务门急诊人次

较上年有增长；为有处方权的社区医生购买医疗责任

险；组织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

面工程”，对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开展个性化签

约服务，签约服务率不低于30%；对大病困难群众、计

生特殊困难家庭开展“四个一”免费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签约服务覆盖率不低于90%。 

12 

社区门急诊人次较上年未有增长的扣2分；未为社区医生购

买医疗责任险的扣2分；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个性化

签约履约服务率每下降5％扣1分；大病困难群众、计生特殊

困难群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未按要求落实的视情扣1- 

5分。 

4．社区卫技队伍建设。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人员

达到社区卫技人员总数的35%以上，每个站至少配备1 

名执业助理或以上资质医师；落实本市定向资助培养

利几区卫技人员政策，做好政策宣传、发动引导工作；

完成全科医生规培、村卫生室人员急救知识培训、全

科化知识轮训等各级各类培训任务，全科医生（含助理

全科）规范化培训参训率100%、结业考核合格率）90%; 

社区卫技人员每2个月完成1个课程的网络在线培训，

全年完成6个课程；卫技人员继续医学教育覆盖率 

100%、学分达标率符合要求（初级、中级以上职称分

别）90%.) 95%)：落实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培养措施；

拿出一定数量的编制招录优秀卫技人员，建立完善以

服务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为核心，体现多劳多得、

优绩优酬的绩效考核分配机制和收入待遇逐年增长机

制。 

8 

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人员占比每下降1％扣0. 5分，每有

一个未配备执业助理或以上资质医师的站扣0. 5分；定向资

助培养政策未落实的扣1分；各类培训任务未按要求落实的

每项视情扣0. 5-1分；基层卫生骨干人才培养措施落实不

到位的视情扣0. 5--1分；继续医学教育覆盖率、学分达标

率不符合要求的视情扣0. 5--1分；未拿出空编招录卫技人

员的扣1分；未建立以服务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为核心

的绩效考核制度的扣1分；社区卫技人员收入待遇未逐年增

长的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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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三、公共 

卫生管理 

(32分）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开展12大类46项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按要求做好65岁以下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年度健康体检工作。具体要求按市卫生计生委

印发的《张家港市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

方案和绩效考核标准》执行。 

15 按2017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得分折算。 

2．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按要求做好健康市民“531”行

动计划，完成肿瘤、心脑血管疾病、高危孕产妇等二

类高危人群筛查干预工作任务；启动实施健康城市 

"531”行动计划；完成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示范

区工作任务；活动性肺结核发现任务完成率100%，结

核病人系统管理率）95%；开展预防艾滋病宣教、干预

和病人管理工作，病人随访管理率〕95%，治疗覆盖率 

)90%；按要求完成重大妇幼卫生项目。 

门l 

相关“531”行动计划开展不符合要求的视情扣0. 5一2分；

重大专项工作任务未完成的扣0. 5分；肺结核发现任务完成

率在90--95％的扣0. 5分，80-89％的扣1分，不足80％的扣 

2分；结核病人系统管理率每下降5％扣0. 5分；艾滋病防治

管理工作任务未完成的视情扣0. 5--J分：重大妇幼卫生项

目工作未完成的每项扣0. 5分，开展不规范的视情扣0. 5-'.1 

分。 

3．其他公共卫生服务。推进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
作，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上报，建设社区康
复择站不少于1家。全面推进医疗机构基于HIS系统
开展传染病、慢性病监测报告工作。做好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工作，落实重要卫生宣传日活动，推广应用 

“居民健康素养网上学习测评系统”，应用总人数不
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5% 0巩固“国家妇幼健康优质
服务示范市”创建成果，深化妇幼健康特色服务项目
内涵。规范运行妇幼保健电子信息化系统。 

｝洲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上报工作未落实的视情扣0. 5-2分，

社区康复骤站建设未完成的扣2分：未实现基于HIS系统开

展传染病、慢性病监测报告工作的视情扣0. 5---1分；重要

卫生宣传日未按要求开展活动的每次扣0. 5分；网上学习测 

评系统应用总人数不足5%的，每降1%扣0. 5分。 	“儿童健 

康保障工程”、“婴幼儿健康促进工程”、“妇儿健康工程’，、 

“妇幼健康服务普惠提升工程”等工作开展不符合要求的视

情扣1 ---3分。 

4．卫生应急。修改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组织开展培训、演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

处置有力。 

O乙 

预案不完善、演练未开展、培训和宣传工作未落实分别视情

扣0. 5-i分；报告不及时或不报告的分别扣0. 5分、1分，
处置不力造成影响的每起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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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四、医疗 

管理（16 

分） 

1．质量管理。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质量管理，诊疗

行为规范（包括门诊病历和处方质量、合理用药、隔

离消毒、医疗废物处置、中医药管理、人员执业资质

等）：不发生有责任纠纷和投诉。 

六匕 

按巧％比例（最少2家）抽查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站）工

作开展情况，发现质量管理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0. 5分：发

生有责任纠纷和投诉的每起扣1分。 

2，中医药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开展中医综合

服务区（中医馆）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站积极开展中

医综合服务区（中医室）建设，年内服务站建设数占

比不低于65%。社区中医诊疗人次、中医处方（含中药

饮片、中成药）比例不低于30%；建立并兑现鼓励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开展中医药服务的激励政策。 

} 

内匕 

中心未启动中医馆建设的视情扣1-2分；社区卫生服务站中

医室建设率每下降5％扣1分；社区中医诊疗人次、中医处方

比例每下降3％扣1分；未建立激励政策的扣2分，建立后未

兑现奖惩的扣1分。 

3．药品管理。规范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药品统一配备、使用和零差率销售：健全完善药

品保供机制，加强药品采购使用管理，规范新增药品

操作流程；加强基本药物制度宣传及社区卫技人员业

务培训，规范用药行为。 

2 

药品省平台采购率每降低5％扣0. 5分；未建立药品采购使用

管理制度的、未按流程报送新增药品的扣0. 5分；未按规定

开展基本药物制度宣传和业务培训的扣0. 5分：督查中每发

现一例不合理用药的扣0. 1分。 

4．无偿献血。加强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根据统一安排

做好无偿献血相关节日及临时性的采供血宣传、组织

落实工作，辖区居民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

上；加强爱心流动血库建设；完成年度应急团体志愿

无偿献血计划。 

q乙 
献血计划未完成的每下降5％扣0. 5分；人均献血不足275毫

升的，每下降15毫升扣0.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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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 

1．开展省“十三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市创建工作，
落实“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简化程序，优化服务，生育登记率98%以上。 

O乙 
常住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不达标，一票否决，生育登记率达

不到要求，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 5分。 

2．完善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

决”制度，落实再生育审批制度，做好行政指导和《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工作。 

0乙 

“一票否决”制度未落实的扣0. 5分；再生育审批区镇级初

审材料不完备、程序不合法的，发现一例扣0. 2分：办理《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审核材料不完备、办理不合法不规范，

发现一例扣0. 2分；行政指导不到位，发生符合再生育条件
生育时未领取《再生育一个孩子生育证》的，发现一例扣0. 2 

分。 

3．幸福家庭创建和健康素养促进活动全年不少于2次，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兑现率100%，计划生育特殊

困难家庭家庭医生签约率90％以上。 

〔乙 
划2分 计0. ，扣

个 

分

例一 

5一低 
0.现降 

扣发

每 

的

，率 

动错

约 

活差

签 

进现生 
促出医 养中庭 素程家 

康过
庭 

健实家 
和落

难 

建策

困 

创政

殊 

庭
助

特 

家扶

育 

福

、生分 
幸励

划5 

展奖

计0. 

开

育

，扣 

未生分点 

五、计生 4．深化出生缺陷社会化干预工程，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管理（10 检查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0%。开展科学育儿免费体验 

分） 	指导服务暨“全民阅读宝贝启蒙”主题活动，年举办 
主题活动中心镇不少于2次，一般镇不少于1次：各

基地年开展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次数，苏州市示范基地

不少于400人次／年，一般基地不少于200人次／年。
药具管理规范到位。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年度目标

任务完成率100%。 

2 

未完成孕前检查年度任务，每降低I个百分点扣1分，完成

质量差的酌情扣分。科学育儿暨“全民阅读宝贝启蒙”主题

活动开展不达标扣0. 5分；苏州市示范基地开展服务人次数
不达标，取消年底相应财政补贴；各基地年服务人次数不达
标的酌情扣分。按省避孕药具管理标准考评，每有一项不达

标扣0. 5分；全年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上报目标任务未完

成者酌情扣分。 

5．大力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工作，培育和建
设一批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阵地：全面争创流动人

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深入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

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率95% 0 

1 

未培育和建设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阵地的扣0. 5分，得到

上级认可，每提升一级加0. 5分；未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示范社区工作扣0. 5分，得到上级认可，每提升一级加0. 5 

分，管理服务率每下降1%扣0. 5分； 

6．创新推进计生特殊家庭养老帮扶工作，计生特扶家

庭结刘帮扶率100%；阵地逐年达标、组织健全有效，

不少于2次集中性活动。 

1 
协会组织建设不达标，扣0. 5分；连心家园建设中阵地、网

络、活动，每项不达标扣0. 5分；没有特色性帮扶项目扣0. 5 

分。创建达标加0.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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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六、综合 

管理（8 

分） 

1．信息化建设。配备信息系统专兼职维护人员；使用

统一的基层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覆盖

率100%，门诊简易电子病历使用率80%以上，书写质

量符合要求；全面使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管理系

统和双向转诊系统；配合做好健康档案管理、慢病管

理等公共卫生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完善；向公众开放区

域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推动社区医生就诊时调阅健康

档案浏览器，调阅率达30％以上。 

A性 

未明确专兼职信息维护人员的扣2分；维护人员工作落实不

到位的视情扣0. 5-1分；门诊电子病历使用率低于80％的扣 

1分，低于70％扣1. 5分，’低于50％扣2分；未使用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双向转诊系统的扣2分；对公共卫

生信息系统升级完善工作不配合的视情扣0. 5-1分；社区

医生健康档案浏览器调阅率未达30％的扣1分。 

2．监督协管。配备专职协管人员；按要求开展公共场

所、生活饮用水、医疗服务市场、计划生育、消毒产

品等卫生计生监督重点整治，完成预期目标任务；配

合开展健康相关产品卫生监督抽检。 

n乙 
未配备专职协管人员的扣1分；未完成视监督、抽检工作任

务的视情扣0. 5-1分。 

3．行风建设。卫生计生服务机构严格遵守服务规范，

岗位履责到位，服务类投诉零缺陷。 
2 

发生有责任服务类投诉的每起扣0. 5分，发生违纪类投诉举

报经查实的每起扣1分。 

减目加过分。均总加 
加页计超减顶分在增卿 

七

5. 	,JJn
n4  

加分

项目 

1．特色亮点。工作有创新，有特色，有成效，

被市级以上总结推广或受到苏州市级以上表

彰、命名。 一  

工作有创新、有成效，在市级以上推广的每项加1分；承担

苏州市级以上综合性现场会议的每次加0. 5分；工作获得苏

州市级、省级、国家级表彰的每项分别加0. 5分、1分、1. 5 

分；承担省级、国家级迎检任务并获肯定的分别加0. 5分、 

1分；镇区卫生计生单位（科室）建成（获评）苏州市级、

省级、国家级示范（先进）的分别加0. 5分、1分、2分。 

2．无偿献血。 
超额完成年度献血计划的，每超额5％加0. 1分；人均献血量

超275毫升的，每超额15毫升加0. 2分。 

3．妇女保健规范化门诊建设 
妇女保健门诊建成省、苏州、本市级规范化门诊的分别加2 

分、1分、0. 5分。 

扣分

项目 

1．社会评价。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满

意率达90%以上。 

l 一 

原则上安排第三方机构测评，满意率每下降2％扣1分。 

2. I认伍稳定。无卫技人员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

件等。 

发生卫技人员越级上访每次扣1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每起

扣2分。 

3．母婴安全。不发生可避免孕产妇死亡。 
发生因孕产妇保健管理不到位而导致的可避免孕产妇死亡

的每起扣2分。 

一7- 



抄送：各市直卫生单位，委机关相关科室、合署办公事业单位。 

张家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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