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张卫妇幼（2017) 6号 

关于印发《张家港市妇幼健康惠民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医院，各镇（区）社区卫生服务甲心、计生办，市妇幼保健所、 

市计划生育指导站： 

为切实改善妇女儿童健康状况，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升全 

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现舟《张家港市妇幼健康惠民工程实施方

案》印发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丫叮布一人 

张家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 t7年4月17日  i 
厂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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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妇幼健康惠民工程实施方案 

为着力解决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突出问题，有效落实妇女病

普查和两癌检查优化整合等项目开展，进一步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提升全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现制定张家港市妇幼健康惠民

工程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在2017年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 

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实行保健与临床相

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妇幼卫生工作方针，充

分体现妇幼卫生公平性、公益性，坚持政府主导，加强部门协作，

为妇女儿童提供更优质医疗保健服务，全面实现两纲提出的妇女

儿童健康目标。 

工作目标 

进一步扩大妇幼健康惠民服务供给，实施妇女儿童重大疾

病、常见疾病筛查，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

切实降低疾病死亡率和致残率，改善妇女儿童健康状况，提高妇

女儿童生存与生活质量。 

一2一 



项目内容 

1．优化整合本市户籍妇女病普查与“两癌”检查，进一步拓 

展妇女“两癌”检查服务内容； 

2．开展本市户籍高危妇女盆底功能免费检查； 

3．开展本市辖区内常住外市户籍孕产妇孕期基本保健免费 

服务； 

4．开展本市户籍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 

5．将本市户籍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病种拓展为 

29种； 

6．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项目。 

进度安排 

1．前期准备阶段。 2017年3月底前完成项目实施相关准备

工作，制定方案，召开部门协调会议，组织宣传、发动，营造舆 

论氛围。 

2．启动实施阶段。2017年4月起启动并逐步实施。 

3．总结评估阶段。2018年1月底前完成2017年度项目实施 

情况总结和绩效考核评估。 

经费渠道 

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资金管理制度。

各服务机构按市财政和市卫计委要求，定期将项目服务明细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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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所，由市妇幼保健所将服务明细汇总上报，经市卫计

委联合市财政局进行考核审定，根据考核结果按实际拨付经费。 

项目拨付经费周期为每年度一次。 

其中，为便于本市辖区内常住外市户籍孕产妇孕期基本保健 

免费服务经费有效发放，此项目经费实行每季度拨付。 

妇女病普查和两癌检查整合项目费用结报根据《关于转发张 

家港市妇儿健康工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张政办〔2009) 

51号）及《关于印发＜张家港市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

项目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张卫监控〔2010) 87号）文 

件规定，市级机关、事业单位项目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承担，其余

人员项目经费由市、镇财政共同承担（其中2 0-34岁年龄段市镇

分担比例为2:1; 35-64岁年龄段市镇分担比例为5:5 ) 

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享受市政府招标价格，其中户籍新生儿

项目检测费由市财政及服务对象家庭各承担50%。 

六、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全面开展。各机构要从维护妇女儿童 

健康和提高人口质量的高度出发，认真部署实施，确保认识到位、 

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督查到位。市卫计委负责制定

方案，组织项目实施和督查评估。市财政局负责安排项目专项经

费，各区镇配套经费到位。各部门通力合作，各负其责，确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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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顺利实施。 

2．落实工作方案，推进规范实施。各机构根据各项目工作方

案，进一步细化流程，由专人负责实施，提供规范服务，定期开

展自查和评估，确保项目有效推进同时确保项目质量。 

3．强化宣传倡导，促进广泛参与。利用网络和新闻媒体等多

种形式，加强对项目效果的宣传、倡导和知识普及，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的同时，提高公众认知度，增强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进一

步提高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 

附件：1．张家港市妇女病普查与“两癌”检查优化整合项目方案 

2．张家港市高危妇女盆底功能免费筛查项目方案 

3．张家港市孕产妇孕期基本保健免费服务项目方案 

4．张家港市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项目方案 

5．张家港市新生儿免费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拓展项目方案 

6．张家港市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项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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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张家港市妇女病普查与“两癌”检查优化整合 

项目方案 

项目目标 

通过优化整合妇女病普查项目与妇女“两癌”检查项目（以

下简称妇女健康检查），应用HPV检测等筛查技术，更好的开展

适龄妇女常见病、重大疾病（宫颈癌、乳腺癌）筛查，进一步完

善由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分级诊疗为基础的防治体系和妇女健

康保障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女性健康水平。自2017年始，辖区 

内85％以上适龄妇女三年内享受一次免费妇女健康检查。 

项目对象 

本市户籍2 0-64岁妇女。 

项目内容 

（一）20-34岁妇女 

1．妇科项目 

①初步检查：妇科检查、阴道分泌物检查、宫颈细胞学检查、 

妇科超声检查，其中未婚受检妇女仅需进行妇科超声检查。 

②进一步检查：初步检查发现宫颈细胞学检查或肉眼检查异 

常者进行阴道镜检查和／或组织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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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乳腺项目 

乳腺临床检查。 

（二）35-64岁妇女 

1．妇科项目 

①初步检查：妇科检查、阴道分泌物检查、宫颈细胞学检查、 

HPV检测、妇科超声。 

②进一步检查：初步检查发现HPV高危分型检测结果为16.. 

18型、宫颈细胞学检查以及肉眼检查异常者进行阴道镜检查和／

或组织病理学检查。 

2．乳腺项目 

①初步检查：乳腺触诊和乳腺彩超检查，乳腺彩超检查结果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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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检查中乳腺彩超B工一RADS分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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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RADS 

分级评估报告系统。 

③组织病理检查：乳腺彩超检查B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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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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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组织发动。各镇（区）具体负责辖区内妇女健康检查的组

织实施，三年为一周期。各单位要积极利用网络、电视、发放资

料等宣传形式，加强对符合条件适龄女性的宣传、发动，通知到

位，按计划有序组织服务对象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参加检查，

同时强化服务监管，确保项目质量。 

2．检查机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疗

保健机构为免费妇女健康检查的初筛机构和进一步检查机构，具

体参照《关于印发＜张家港市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张卫监控〔2O1O〕 87号）中的规

定。为方便目标人群就近接受检查原则，原则上各镇（区）初步

检查由本辖区内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承担。宫颈液基薄层细胞检

查（TCT）和人乳头瘤病毒检测（upy）检测由市卫计委招标采购 

后的中标机构进行检测。 

3．检查流程。初步检查机构负责对目标人群进行初步检查，

按要求规范开展服务，填写“张家港市妇女健康检查个案表”, 

及时将检查情况录入信息系统，并按要求将高危妇女及时转诊至

进一步检查机构，辖区内定点转诊按原两癌检查服务流程规定执

行。进一步检查机构指定科室或专人负责接待转诊对象，落实进

一步检查，及时将检查结果录入信息系统并反馈至初步检查机 

构。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镇（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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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辖区医疗机构要明确工作目标，制定工作方案，明确

专人负责，加强协调、配合，认真部署实施，强化工作落实的监

督管理，并定期上报工作进度。 

2．明确职责分工。市卫计委负责优化整合方案的制定，协调

各相关部门，负责项目的整体推进，并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绩效

评价。市妇幼保健所负责相关工作的具体落实，包括技术人员的

培训、业务指导、质量控制及工作开展情况的跟踪等。各镇（区）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密切配合，做好服务的

宣传发动和组织实施，督促辖区内医疗机构提供规范服务，并

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通知受检对象，督促高危妇女及时接受进

一步检查和治疗，并做好追踪随访工作。医疗保健机构要优化服

务流程，提供规范服务（其中乳腺临床手诊和乳腺超声人员须经

规范化培训后持证上岗），积极配合开展免费妇女健康体检工作，

确保服务质量。 

3．加强部门协作。各部门、各机构要明确职责，强化责任意

识，加强工作的沟通协调，切实保证项目各环节的顺利衔接，提

高项目实施质量。凡工作开展不力，服务不规范，出现差错或事

故，影响全市项目推进进程和质量者，将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应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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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张家港市高危妇女盆底功能免费筛查项目方案 

项目目标 

以提高服务对象对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认识、预防妇女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为目标，在产后妇女中对高危人群开展盆底 

功能障碍筛查和评估，实现及时发现、尽早预防、有效干预，降

低女性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提高妇女生活质量。 

项目对象 

本市户籍产后2个月内发现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高危因 

素的妇女。 

项目内容 

有两次以上顺产史，巨大儿、第二产程延长、阴道助产（产 

钳）、妊娠晚期及产后尿失禁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高危因素的

服务对象，可到市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心免费进行一次盆底功能

综合评估，中心根据评估结果提供相应的医学指导和处理意见。 

组织实施 

1．高危妇女确定与转诊。各医疗保健机构在提供产后42天

保健时，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对发现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高危 

因素的妇女进行宣教告知，开具转诊单，并通过妇幼信息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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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服务对象转诊至市妇幼保健所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心，进行

免费盆底功能检测。 

2．盆底功能检测和追踪。市妇幼保健所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

心通过采用盆底肌力筛查仪，为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高危妇女进

行盆底功能的免费筛查和综合评估，根据筛查结果对服务对象进

行医学指导或盆底功能康复锻炼，同时将筛查结果及时录入妇幼

信息系统，并做好盆底功能障碍人群的追踪随访。 



附件3 

张家港市孕产妇孕期基本保健免费服务项目方案 

项目目标 

通过实施我市流动孕产妇孕期基本保健免费服务，促进流动

孕产妇健康管理进一步规范化，提高孕产妇健康管理率，进一步

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孕产期健康管理均等化的有效实施，切实

控制和降低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保障母婴安全。全市孕产妇

系统管理率）95%o 

项目对象 

本市辖区内流动孕产妇（以夫妇双方或其中一方持我市有效 

居住证为准）。 

项目内容 

1．兔费内容：进一步拓展免费孕期保健服务项目，在给予

免费建立“江苏省孕产妇保健手册”档案，免费提供乙肝表面抗

原、艾滋病抗体、梅毒血清学检测的基础上，为在本市助产机构

分娩的流动孕产妇免费提供5次孕期基本保健服务。 

2．免费方式：采取本人先垫付后定额结报形式。 

3．免费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孕妇除免费建立“江苏省孕产

妇保健手册”和免费提供乙肝表面抗原、艾滋病抗体、梅毒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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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检测外，另给予报销补助360元／人。 

四、项目实施 

1．宣传告知。各医疗机构在提供初次孕期保健时，对所有流

动孕产妇进行免费孕期保健相关政策宣教，发放“流动孕产妇孕

期补助宣教卡”，督促服务对象定期主动参加孕期保健。 

2．规范服务。各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孕产妇

健康管理要求，及《孕前孕期保健规范》提供规范服务，将服务

情况及时录入妇幼信息系统，确保信息完整。 

3．经费发放。各镇（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负责辖区内

符合条件的流动孕产妇孕期补助经费的发放。各中心可结合妇幼

信息查询系统、产后访视、儿童保健等渠道，加强对符合条件服

务对象的宣传、告知，督促其凭孕期检查资料、《张家港市流动

孕产妇孕期健康管理服务补助审批表》（另行印发）、产妇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夫妇一方暂住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等材料，

在产后6个月内到所居住镇（区）进行孕期保健补助经费的定额

结报。各镇（区）要认真按照项目工作要求，专人负责，严格把

关相关材料的查验，认真落实补助经费的发放，严禁以各种理由

进行推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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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张家港市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项目方案 

项目目标 

以加强出生缺陷三级预防为目标，为新生儿开展免费先天性

心脏病筛查，以实现早诊断、早干预，改善先心病患儿预后和生

存质量。目标人群免费筛查率、可疑病例转诊率和追访率均》 

95％。 

项目对象 

在我市助产机构出生的本市户籍新生儿（以父母双方或一方

持有我市有效户籍身份证或户口本为准）。 

项目内容及实施 

1．初步筛查。通过对新生儿进行脉氧监测和心脏听诊，各助

产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本市户籍新生儿提供免费先天性心脏

病初步筛查，及时发现可疑先心病患儿，并对可疑对象及时转诊

到上级机构进行进一步检查、治疗。各助产机构负责将先天性心

脏病筛查情况及时录入妇幼信息系统，并将筛查情况报送市妇幼

保健所，定期总结分析，不断提高筛查质量。 

2．进一步检查。市一院、市中医医院及市妇幼保健所负责对

疑似先心病患儿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对确诊患儿提供医学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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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需转诊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新生儿由市妇幼保健所

统一扎口管理。超声心动图检查费用由服务对象自理。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的方法和流程及其他工作要求参

照《关于印发＜张家港市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张卫妇幼〔2016J 3号）文件执行。 

一15一 



附件5 

张家港市新生儿免费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拓展 

项目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出生缺陷干预，及时发现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

病，及时实施医学干预与治疗，保障儿童健康成长，根据《关于

印发＜苏州市妇幼健康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卫计妇幼 

C2016J 5号）的要求，自本文件下发之日起，本市户籍新生儿

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病种拓展为29种，即在原筛查病种基

础上增加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检测。具体工作要求参照《关于印发

＜张家港市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项目实施方案（试

行）＞的通知》（张卫疾社〔2014] 34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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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张家港市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项目方案 

项目目标 

在普遍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基础上，融入耳聋基因联合筛

查，及时早期发现语前听力损失、迟发性听力损失的高危患儿，

有效实现对聋儿的早期筛查、早期干预和早期治疗。为优化全市

儿童聋病防控提供新模式，达到防残、减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耳聋基因筛查率》9O%。 

项目对象 

本市各助产机构出生的新生儿。 

项目内容 

通过健康宣教后在父母知情同意情况下，接受耳聋基因筛查 

的新生儿，在出生后3天内，由专业医务人员采集其足跟血样，

送检至政府采购定点检测机构，检测核基因GJB2. GJB3. SLC26A4 

以及线粒体基因12S rRNA (MTRNR1)中的十五项位点，以早期

发现语前听力损失、迟发性听力损失的高危患儿，有效预防耳聋

发生。全市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享受市政府招标价格，其中户籍

新生儿检测费用由市财政和其家庭各自承担50%。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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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传发动。市妇幼保健所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各类媒

体，积极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项目的宣教和知识普及。各助

产机构在院内相关场所张贴项目介绍、筛查流程等内容的宣传海 

报，认真做好服务对象的宣传发动，确保项目有效、有序推进。 

2．血样采集和递送。各助产机构在新生儿父母知情同意的基 

础上，按工作要求进行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血样的采集（采集2 

个直径8毫米左右血斑，采血时间、采血方式及血卡的保存同新

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录入妇幼信息系

统。血样由检测机构指定的物流公司进行递送，各助产机构由专

人负责血样递送，至少每周一次，并做好登记交接，同时定期开 

展血样采集质控，确保血样采集质量。 

3．报告发放及阳性患儿咨询。耳聋基因检测结果与妇幼信息 

系统实行对接。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结果通过短信通知新生儿监

护人，也可由新生儿监护人从指定信息平台自行查阅。各助产机

构可从妇幼信息系统内直接查询本助产机构分娩新生儿检测结

果，同时协助做好阳性或可疑新生儿的召回。市妇幼保健所扎口

管理检测结果为阳性或可疑阳性的新生儿，并负责纸质报告发

放、提供遗传咨询和医学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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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U日印发 

共印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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