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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陈骏（右）在指导社区居
民陈三花日常用药。新华社发

今年 200 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搞家庭医生签约
2020 年 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全覆盖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
委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
意见》6 日正式公布。
指导意见提出，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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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200 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鼓励其他有条件的地区积
极开展试点。重点在签约服务
的方式、内容、收付费、考核、激
励机制等方面实现突破，优先

覆盖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
疾人等人群，以及高血压、糖尿
病、结核病等慢性疾病和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等。到 2017 年，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

覆 盖 率 达 到 60% 以 上 。 到
2020 年，力争将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与居
民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
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
度的全覆盖。

签约家庭医生，百姓能得到四大实惠
就医＋转诊＋用药＋医保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家庭医生对于老百姓意味着什么？能为大家提供什么服务？谁会成为我们的家庭医生？国家卫生计生
委体制改革司（国务院医改办）副司长傅卫给您权威解读《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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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现阶段家庭医生主要由以
下人员承担：一是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注册全科医生（含助理
全科医生和中医类别全科医
生）；二是具备能力的乡镇卫生
院医师和乡村医生；三是符合
条件的公立医院医师和中级以
上职称的退休临床医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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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怎样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原则上
应当采取团队服务形式，主要
由家庭医生、社区护士、公卫医
师（含助理公卫医师）等组成，
并有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含中
医类别医师）提供技术支持和
业务指导。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的中医
药服务需求，将逐步实现每个
家庭医生团队都有能够提供中
医药服务的医师或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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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内 科 、妇 科 、儿 科 、中 医 医
师。同时还鼓励符合条件的非
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含个体
诊所）提供签约服务，并享受同
样的收付费政策。未来随着全
科医生人才队伍的发展，逐步
形成以全科医生为核心的签约
服务队伍。

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吸收药
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
社（义）工等加入团队。居民或
家庭可以自愿选择 1 个家庭医
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明确签
约服务的形式、内容、期限和签
约服务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
务等。每次签约的服务周期原
则上为一年，期满后居民可根
据服务情况选择续约，或另选
其他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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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家庭医生，百姓能得到哪些实惠？

一是就医方面，家庭医
生团队将按照协议为签约居
民提供全程服务、上门服务、
错时服务、预约服务等多种
形式的服务。
二是转诊方面，
家庭医生
团队将拥有一定比例的医院
专家号、预约挂号、预留床位
等资源，
方便签约居民优先就
诊和住院。二级以上医院的
全科医学科或指定科室会对
接家庭医生转诊服务。
三是用药方面，对于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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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生
可以酌情延长单次配药量，
减少病人往返开药的频次。
对于下转病人，可根据病情
和上级医疗机构医嘱按规定
开具药物。
四是医保方面，会对签
约居民实行差异化的医保支
付政策，例如符合规定的转
诊住院患者可以连续计算起
付线等，签约居民在基层就
诊会得到更高比例的医保报
销。

签约服务费从哪里来？

签约服务费由医保基
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和签约居民付费等方式共同
分担。具体标准和分担比例
由各地卫生计生、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财政、价格等部
门根据签约服务内容、签约
居民结构以及基本医保基金
和公共卫生经费承受能力等
因素协商确定。

“家庭医生”不再是“高档生活方式”
生病不用搜百度 问家庭医生啊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需要，我就
家庭医生，曾被视为“高档生
跑步送达。”采访那天，刘玮完
活方式”，而今正逐步走入寻常
成了 20 多户家庭上门服务。
百姓家。北京市 2010 年起推
“和私人医生不同，我的服
行“家庭医生式服务”，居民可
务对象是辖区内的签约居民，
自愿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
定期对他们进行健康评估，掌
约，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式” 握他们的主要健康需求，提供
服务团队，并免费享受慢病管
有针对性的服务。”刘玮说，
“这
理等服务。上海自 2011 年起
可不是什么高端医疗，价格非
启动家庭医生制度构建，已覆
常‘亲民’。我上门服务一次，
盖全市所有社区，截至去年底
医保患者通常自付不超过 10
签约常住居民 1027.3 万人。
元钱。”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
记者跟随北京市石景山区
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刘玮和
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麻峪社
签约居民建了一个数百人的微
区卫生服务站金国清医师和李
信群。他的代号是“跑步哥”。 娜护师，到刘荃（化名）家中出

诊。李娜首先观察了刘荃尿袋
善服务模式，给予家庭医生专
中的尿液，接下来，金国清给刘
家号源、预留床位、对接转诊、
荃体检，测血压、听心肺等。刘
延长配药量，实行差异化的医
荃的女儿说：
“对于我妈这种术
保支付政策，增强签约服务吸
后康复的病人，家庭医生太需
引力。
要了，不用费时费力反复跑医
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
院、排队看病，也能够得到指导
道的居民吴玉华自称是所在社
和检查。”
区家庭医生黄岳岳的“粉丝”。
家庭医生既是健康“守门 “他把 24 小时开通的电话发给
人”，也是就诊“引路人”，可避
我们，他在办公室坐诊，病人总
免老百姓被网络虚假医疗宣传
是络绎不绝，不在办公室，就一
所骗而盲目求医。
《关于推进家
定是背着包走街串巷上门出
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 诊，或者到活动中心给居民们
提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
上课做健康宣教。”吴阿姨说，
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
家庭医生对和谐医患关系起到
约定的健康管理服务。主动完
非常好的作用。

河南省启动
小麦托市收购
据新华社郑州 6 月 6 日电
记者 6 日从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获
悉，新小麦收获上市，市场价格低
于国家托市价。为切实保护种粮
农民利益，经中储粮河南分公司
等三部门申请，国家有关部门批
准，河南省于 6 月 6 日全面启动
小麦托市收购工作。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
产量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六部
委《关于印发小麦和稻谷最低收
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今年的小
麦托市价格与去年持平，仍为国
标三等 1.18 元/斤。
在收购结算上，中储粮河南
分公司在河南省收储库点全面推
广应用“一卡通”结算系统，坚持
“谁来售粮、给谁付款”，严格“一
车一检一结算”，所有粮款均由中
储粮直属库直接支付给售粮人，
从源头上杜绝“打白条”问题。同
时，要求售粮经纪人签订及时兑
付有关农户粮款的承诺，防止“次
生打白条”现象发生。

个人认购大额存单
“门槛”降至 20 万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中
国人民银行 6 日宣布，个人投资人
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不低于
30 万元降至不低于 20 万元。
根据央行发布的公告，
《大额
存单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个人
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不
低于 30 万元”的内容，修改为“个
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
不低于 20 万元”，自 2016 年 6 月 6
日起施行。
2015 年 6 月 2 日，央行宣布推
出大额存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可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记
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并以市场化方
式确定利率。当时设立的门槛是：
个人投资人认购的大额存单起点
金额不低于 30 万元，机构投资人
则不低于 1000 万元。对百姓而
言，大额存单利率一般会高于同期
定期存款，而且流动性较好，急用
钱时可以转让或质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