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l家港i [育委员会文件r|l‖
|ˉ ~LJⅡ」 |划」

μ
︱
▲r
L

一 
'
「

`
︱

●
■
■
■
7

▲
■
■
■
■
■
■
■
■
口

命
Ⅱ
叩

张卫妇幼 (2016)2号

关于印发《2016年张家港市妇幼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生办,各 医院,市妇幼保健所、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计划生育指导站 :

根据国家、省以及苏州市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

要求,我委制定了 《2016年张家港市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实施方案》,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张家港市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附件 2:张家港市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实

施方案

附件 3:张家港市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实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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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张家港市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实

施方案

张家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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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张家港市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

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1.项 目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

2.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定在 100%。

3.目 标人群对项目政策和相关知识知晓率达到 90%以上。

4.服务对象对项目的满意度达 90%以 上。

二、项目对象

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在具有本市助产技术执业资质的医疗

机构住院分娩或经本市接产医院转诊到异地住院分娩的孕产

妇。

三、项目内容

利用中央和市级财政专项补助经费,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

分娩补助项目。

1.补助标准:各级财政对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的补助标准

总计不低于每人 500元 ,其 中中央财政补助每人 100元 ,其余

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2.补助方式:在本市接产机构住院分娩的参加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孕产妇,凭 《生育状况证明》、 《住院分娩补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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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出 院时刷卡结付孕产妇定额分娩补助费用 (含住院分娩

补助费用,其 中中央财政补助费用 100元 ),接产医院在医院

收费发票上体现住院分娩补助费用。未参加保险的孕产妇,凭

身份证、户口本、生育登记单 (或再生育审批证)以及 《住院

分娩补助申请表》,出 院时直接将补助费用 500元 /人 (含 中央

财政 100元 )抵付其住院费用。补助费用在接产医院收费发票

项目栏体现。

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分娩农村产妇,于 出院

后 1月 内 (其他产妇为出院后 6月 内)凭转院证、生育状况证

明、市民卡、出院小结、原始发票、费用清单及医院等级证明

等材料到相关部门进行住院费用结报和领取补助费用。

3.补助顺序 :未参加保险的孕产妇,其补助费用由财政专

项资金支付;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先财政专项补助

再基金补偿;参加生育保险的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由 生育保

险基金补助。

4.严格执行限价收费:一 、二级接产医院严格执行
“
江苏

省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基本服务项目和限价收费标准
”

。提供

基本项目之外的服务项目,须书面征得孕妇或其家属同意,签

订知情同意书后,方可收取相关费用。

四、资金管理

按国家和省对项目的补助标准要求,结 合张家港实际足额

落实财政补助资金,并纳入年度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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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款专用资金管理制度。各医疗机构每年度将补助名单和补

助金额上报市妇幼保健所,市妇幼保健所汇总后报市卫计委 ,

市卫计委联合市财政局绩效考核后再下拨资金。

五、信息收集和管理

各项目实施机构产科和财务科 (收费处)每月核对补助明

细,收集、整理住院分娩补助审批表,每月向市妇幼保健所报

送住院分娩补助汇总表及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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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张家港市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

神经管缺陷项目实施方案

一、年度目标

1,任 务完成率达到 100%。

2.目 标人群叶酸服用率和随访率均达到 90%以上。

3.目 标人群叶酸服用依从率达到 80%以 上。

⒋ 目标人群相关知识知晓率和满意度均达到 90%以上。

二、项目范围

本市户籍符合生育政策所有准备怀孕和孕 3个月内的妇女 ,

并逐步将适龄妇女纳入增补对象。

三、项目内容

利用各级财政专项补助经费,为 本市户籍的妇女在孕前 3

个月至孕早期 3个 月服用叶酸,预防和减少神经管缺陷的发生。

四、叶酸发放流程

1.首次发放:各 区镇计生服务机构 (含社区计生服务站 )

及时掌握辖区内育龄妇女基本情况,为 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妇女

及时发放叶酸片和 《张家港市妇幼健康服务指南》,并签订 《张

家港市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知情同意书》。

发放对象:准备结婚的妇女;准各生育第一孩和第二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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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未领取过叶酸 目前已怀孕的早孕妇女。其中,待孕妇女

发放 3瓶 ,早孕妇女发放 2瓶 。

2.补 充发放 :市妇幼保健所负责为婚前医学检查中的待孕

妇女和早孕妇女发放不超过 3瓶叶酸。

3.后 期发放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和 计生服务机构负

责为上述发放对象中待孕妇女进行其余 3瓶叶酸的发放。

五、叶酸领取与管理

1.叶酸领取 :各 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确定每月叶酸发放

计划,定期至市妇幼保健所领取叶酸片,按照药品储存要求存

放,并做好叶酸出、入库等工作。各区镇计生服务机构定期到

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领取叶酸。

2.叶酸发放信息交接与录入:各区镇计生服务机构定期将

叶酸发放信息与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交接。社区卫生服

务站负责将相关信息录入妇幼信息管理系统。市妇幼保健所发

放信息通过妇幼信息系统与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交接。

3.叶酸随访 :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辖区内叶酸服用情况

随访、宣教等工作。

六、资金管理

根据江苏省规定对妇女增补叶酸预防出生缺陷项目人均 24

元的补助标准落实项目补助,其 中 20%为 省级 (含 中央)财 政补

助,差额部分由市财政补足。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严格执

行专款专用资金管理制度。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叶酸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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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健康教育等。每年度由各区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将叶酸发放和随访名单上报市妇幼保健所,市妇幼保健所

将叶酸发放明细和金额上报市卫计委,市卫计委联合市财政局

绩效考核后下拨经费。

七、信息收集和管理

根据逐级发放、分级管理的原则,各服务机构要结合婚前

保健、孕前保健和孕期保健等工作,认真做好适龄妇女叶酸片

发放、随访、管理和健康教育等工作。

各区镇卫生服务中心将每月叶酸发放和随访情况及时录入

信息系统,信息录入错误率(1%,每月统计叶酸发放量,并上

报叶酸发放登记表,每季上报叶酸服用随访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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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张家港市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

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1.完 成 35-64岁 农村妇女
“
两癌

”
检查任务数,开展 HPV

检测宫颈癌初筛试点 (HPV筛 查流程见国家 2015年农村妇女两

癌检查项目管理方案 )。

2.“ 两癌
”

检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覆盖率达到 95%

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经理论和临床技能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后

上岗。

3.妇 女
“
两癌

”
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80%以上。

⒋
“
两癌

”
患者及疑似病人治疗率和随访率达 95%以 上。建

立
“
两癌

”
防治长效机制,继续实施宫颈癌和癌前病变人员定

期 访,给 予宫颈 TCT及 HPV免费检测与医学干预。

二、项目范围

由各区镇有序安排本市户籍或夫妻一方为本市户籍的 35-

64岁 妇女开展两癌检查。全年共完成妇女两癌检查 3万人。各

区镇年度任务分别为:杨舍镇 8500人 、塘桥镇 4500人 、金港

镇 5000人、锦丰镇 3000人 、乐余镇 2000人 、凤凰镇 3000人、

南丰镇 2000人 、大新镇 1500人 、农业示范园区 5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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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内容

(一 )宫颈癌检查项 目

1.初步检查:所有受检妇女进行妇科检查、宫颈细胞学检

查。

2.进一步检查:初步检查异常/可 疑病例的妇女进行阴道镜

检查和/或 组织病理学检查

(二)乳腺癌检查项 目

1,初步检查:所有受检妇女进行乳腺触诊和乳腺彩超检查 ,

乳腺彩超检查结果采用乳腺影像分级评估报告系统 (以 下简称

BI-RADS分 级评估报告系统 )。

2.进一步检查:对乳腺彩超检查 BI-RADS分 级 0级 、3级及

以上者进行乳腺 X线检查。乳腺 X线检查结果采用 BI-RADS分

级评估报告系统。

3.组 织病理检查:对乳腺彩超检查 BI-RADS分级 4级和 5

级、X线检查 BI-RADS分级 4级和 5级者应当直接进行组织病理

学检查 (以 下简称活检 )。 对乳腺 X线检查 0级和 3级者应当

由副高以上专科医生综合评估后进行随访或活检或其他进一步

检查。

四、接诊机枸

初步检查机构:二 级及以下医院、市妇幼保健所。

进一步检查机构:市 一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所、

澳洋医院、市三院、乐余医院、锦丰医院、金港医院、广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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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其中,市一院、市中医医院在承担阴道镜及组织病理学检

查的同时,需承担乳腺 X线检查。

初步检查机构应规范开展服务,及 时将检查情况录入信息

系统。按要求将高危妇女及时转诊至进一步检查机构。

进一步检查机构应当指定科室或专人负责接待转诊对象 ,

落实进一步检查,并及时将检查结果反馈至初步检查机构。

五、检查异常/可疑病例管理

随访人员按照 《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异常/可 疑病

例随访登记表》 (另 行印发)加强异常/可 疑病例的追踪随访。

详细收集目标人群的基本信息,督促其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 ,

并定期随访。

1.宫颈癌检查异常/可疑病例 :主 要包括对 HPV检测结果阳

性者,宫颈细胞学检查 TBS报告结果为未明确意义的不典型鳞

状上皮细胞 (以 下简称 ASC-US)及 以上者、肉眼观察异常/可疑

者,阴道镜检查异常/可疑者以及病理学检查结果为宫颈高级别

病变(CIN2和 CIN3)及 以上者。

2.乳腺癌检查项 目异常/可疑病例 :主 要包括乳腺彩超检查

BI-RADS分 级 0级 、3级及以上者,临床乳腺检查异常/可疑者 ,

乳腺 X线检查 BI-RADS分级 0级 、3级及以上者,以及病理学检

查为不典型增生及小叶原位癌、导管原位癌、浸润性乳腺癌等

恶性病变。

六、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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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妇女
“
两癌

”
检查项目补助人均 128元省定最低补助

标准落实项目补助,其 中省级财政补助比例为 20%,其余差额部

分由市镇两级财政补足。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严格执行专

款专用资金管理制度。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宫颈癌和乳腺检查 (乳

腺组织病理检查除外 )。 各提供
“
两癌

”
检查服务机构年终将

服务明细上报市妇幼保健所,市妇幼保健所将服务明细上报市

卫计委,经市卫计委联合市财政局绩效考核后将资金拨付给服

务机构。

七、信息管理与质量控制
“
两癌

”
检查机构及时将受检人员信息进行采集、登记 ,

录入信息系统,信息录入错误率(1%。 各区镇卫生服务中心由

专人每月整理收集辖区内两癌检查情况,上报两癌检查月报表 ,

对检查异常的病例要进行追访,收集进一步检查、诊断结果及

治疗结局的信息,每季度上报两癌检查季报表及随访登记表 ,

失访率(5%。

市妇幼保健所定期组织专家对初步检查机构、进一步检查

机构及外送检测机构的工作流程、操作规程、实验室检测结果、

病例与信息管理等进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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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张家港市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项目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1.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达 95%以上,孕期检

测率达 9o%以上,提 高孕早期检测比例。

2,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抗艾滋病毒用药率达 90%以上,所生

婴儿抗艾滋病毒用药率达 9o%以上。

3.梅 毒感染孕产妇梅毒治疗率达 90%以上,所生儿童预防
性治疗率达 9o%以 上。

4.乙 肝感染孕产妇所生新生儿乙肝免疫球蛋 白注射率达
95%以上。

5.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至 5%以下。先天梅毒报告发病率
下降至 15/1o万 活产以下。

二、工作内容

(一 )孕产妇检测与咨询服务。各助产医院在孕早期或初
次产前检查时,告知预防母婴传播及相关检测的信息,提供适
宜、规范的检测,依据检测结果提供检测后咨询。对未接受孕
期保健的待产妇,及 时进行检测与咨询。

(二 )感 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的保健服务。各助产医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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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感染孕产妇首诊负责,将其纳入高危管理,遵循保密原则 ,

提供孕产期保健、安全性行为指导、感染症状和体征监测、营
养支持和心理支持。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所有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提供常规
保健与随访服务 , 强化生长发育监测、喂养指导、疾病综合管
理、感染症状和体征监测等服务。

(三 )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服务

1.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服务。一旦发现艾滋病感染孕
产妇,市妇幼保健所负责感染孕产妇招 告知,及 时转介到苏
州第五人民医院,做好转介过程的信息交流。如因特殊情未去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分娩的待产妇或已临产的产妇 ,

人民医院提供助产服务。因紧急情况不能转院的 ,

产机构提供助产服务。

儿童出生后,由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提供免费抗病毒用药。
由市妇幼保健所给予科学的婴儿喂养指导,并进行感染状况监

测,提供艾滋病感染早期诊断检测和抗体检测服务,必 要时进
行转介。

市一院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孕早期、孕中期终止妊娠定点
机构,接受其他医疗机构转介。

2.预防梅毒母婴传播干预服务。市一院为我市梅毒母婴阻
断定点医院,为 梅毒感染孕产妇及其所生儿童提供规范治疗。

各助产医院对孕期发现的梅毒感染孕产妇 (包括既往感染

则由市第一

则由接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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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时转介到市一院皮肤科进行规范治疗,并落实追踪 历 。口

对临产发现的梅毒感染孕产妇,也 要及时给予治疗。确诊梅毒
感染孕产妇,初检机构、确诊机构均需上报个案信息。市一院
在治疗过程中要定期进行疗效评价,对 复发或再感染者应追加
治疗。

所生儿童出生时即进行梅毒感染相关检测,及 时发现先天
梅毒患儿。根据需要,为 所生儿童实施预防性青霉素治疗。对
出生时明确诊断的先天梅毒儿童及时转介到市一院儿科给予规
范治疗,并上报先天梅毒感染信息;对 出生时不能明确诊断先
天梅毒的儿童,也应转介到市一院进行定期检测和随访,以 及
时诊断或排除先天梅毒。各镇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对梅毒
孕产妇所生儿童进行随访,对随访过程中诊断的先天梅毒儿童
及时给予规范治疗并上报先天梅毒感染信息。医疗机构在没有
条件或无法进行先天梅毒诊断、治疗的情况下应及时进行转诊。

3.预防乙肝母婴传播干预服务。各助产医院应当为乙肝感
染孕产妇提供必要的实验室检测和辅助检查,密切监测肝脏功
能情况,给予专科指导。必要时给予转介服务。感染孕产妇在
设有隔离产房的助产机构住院分娩。如助产机构无隔离产房 ,

则转介到定点助产机构住院分娩。对乙肝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 ,

2会 小时内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按照国家免疫程序接种乙肝疫
苗。乙肝免疫球蛋白由市妇幼保健所至苏州领取后提供给接产
医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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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管理

根据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省定补助标准
结合张家港市实际情况落实项目补助。项目资金落实专项管理 ,

并严格执行专款专用。每年度各服务机构将服务明细上报到市
妇幼保健所,市妇幼保健所再上报市卫计委,经 市卫计委联合
市财政局绩效考核后将资金拨付给服务机构。

四、信息管理

各服务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管理工作,定期收集、整
理、填报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及系列
个案登记卡,及时进行数据信息的网络报告。同时,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

等相关要求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疫情报告。

《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 目技术方案》另行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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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镇政府、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

张家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园区管委会。

2016年 3月 1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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