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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现有医务人员 397.8 万人
� �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
方网站消息，2 月 9 日 0—24 时，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
例 3062 例（湖北 2618 例），新增
重症病例 296 例（湖北 258 例），
新增死亡病例 97 例（湖北 91 例，
安徽 2 例，黑龙江、江西、海南、
甘肃各 1 例）， 新增疑似病例
4008 例（湖北 2272 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632
例（湖北 356 例），解除医学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 29307 人。

截至 2 月 9 日 24 时， 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
35982 例 （其中重症病例 648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281 例，
累计死亡病例 908 例， 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 40171例（湖北核减 87
例，江西、甘肃各核减 1 例），现有
疑似病例 23589 例。 累计追踪到
密切接触者 399487 人，尚在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87518人。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 64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36
例（死亡 1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10 例（治愈出院 1 例），台湾地区
18例（治愈出院 1例）。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卫生
健康服务体系的网底，对于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和关

口前移具有重要基础作用。 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根据国家卫
生健康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总
体部署和要求，指导各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积极参与和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一是做好发热患者筛查工
作。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预检
分诊和门诊登记，发现不明原因
发热、咳嗽的患者，询问发病前
14 天内的旅行史或可疑的暴露
史，按照疾病登记的规范要求进
行全面完整信息登记，并就近转
诊至设有发热门诊的上级医院。
信息登记完成后按时上报。

二是加强对密切接触人员
管理。 根据区域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协助落实对来自疫情发生地
区人员和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
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措施，监测
健康状况，开展健康管理，发生
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配合上级疾
控机构规范开展病例流行病学
调查。

三是广泛动员和宣传。 各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据上级防
治机构提供的规范、 准确信息，
科学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及时向
辖区居民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核心知识，科
学指导辖区居民认识和预防疾
病，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防控观

念，规范防控行为，提高自我防
范意识和个人防护能力，出现症
状及时就诊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
卫生健康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我
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
建成，目前，全国有县级医院 1.5
万个，乡镇卫生院 3.6 万个，村卫
生室 62.2 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9352 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 2.6
万个，基本实现每个县都有综合
医院和中医院，每个乡镇有一所
乡镇卫生院，每个行政村有一所
卫生室，90%居民 15 分钟内可以

到达最近的医疗点。 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现有医务人员 397.8 万
人，其中乡镇卫生院 139.1 万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58.3 万
人， 村卫生室从业人员达 144.1
万人（含卫生院在村卫生室工作
人员）。 2018 年全国新增全科医
生 4.3 万人， 全科医生总数达到
30.9 万，壮大了基层医师队伍。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基层
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一是启动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医共
体建设，进一步整合县域医疗卫
生资源，逐步构建综合、连续、优

质、 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提高县域和基层服务能力。 二是
扎实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指导基层机构对照服务能力评
价指南自评自查和整改提升。 三
是信息化助推能力提升，远程医
疗基本实现对县级医院的覆盖
并逐步向乡镇卫生院延伸。

通过以上举措，基层服务能
力逐步提升，2019 年 1-10 月，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36.6 亿人次，占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总诊疗人次 52%，其中，乡镇卫
生院诊疗人次 9.0 亿人次， 村卫
生室诊疗人次 13.9 亿人次，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 6.6
亿人次，城乡居民看病就医需求
基本得到保障。

与此同时， 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水平逐步提高。2009年，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启
动，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15 元，城
乡居民免费获得。2019年，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提高至 69 元，项目服务内
容进一步丰富，其中有 12 类项目
主要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
通过项目的开展， 城乡居民甚至
是最边远、 最贫困的农民居民也
可以公平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 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
作方针落到了实处。

2 月 10 日，《关于民政部业
务主管社会组织在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
通知》印发。《通知》要求，部管社
会组织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应有贡献。

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党委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显示，部
管社会组织正努力成为全国社
会组织打好疫情阻击战的榜样
和表率。

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通知》指出，部管社会组织
要在依法科学防控上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要全面动员， 全面部署，部
管社会组织负责人要高度重视，
坚守岗位，靠前指挥，随时备战。
自觉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扎实做好本单位
的疫情防控工作。 健全领导机
制，整合工作力量，根据疫情发
展变化，完善预案、明确任务、压
实责任， 做到防控工作无死角、
全覆盖、零差错。 可采取灵活方
式开展工作， 减少人员流动，降
低疫情发生风险。

《通知》要求，部管社会组织

要在提供支持帮助上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要主动担当， 履职尽责，紧
密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积极弘扬“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大爱精神，按照疫情防
控工作总体部署，为打赢疫情阻
击战贡献力量。 要进一步健全内
部治理结构， 进一步完善决策、
执行、监督制度和决策机构议事
规则，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与审
计，确保人员、财产、活动按照法
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要求稳妥有
序运作。

《通知》强调，部管社会组织
要在正确引导舆论上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要主动公布疫情防控捐赠
款物接收分配情况，建立疫情防
控期间捐赠数据统计和信息报
送制度，及时主动发布，回应社
会关切。 要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 及时传递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各地区各部门贯彻
落实的有力行动，及时普及疫情
防控知识，引导群众正确理性看
待疫情，不传谣、不信谣，不断增
强社会公众战胜疫情的决心与
信心。 要持续振奋精神、凝聚力

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
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与时间赛跑，与疫情斗争

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党委办公室的统计显示，部管社
会组织积极进行防疫宣传动员。

中国慈善联合会倡议，慈善组
织等慈善力量要服从党中央统一
决策部署，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依
法依规募集物资，简化简便流程，
严格项目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强
化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慈善
组织之间要加强信息沟通， 密切
协作，提供服务要安全、有序、有
效，做到“帮忙不添乱”，未经批准
不要盲目前往疫情地区。 慈善组
织和专业志愿者可以通过开展远
程心理咨询、健康咨询等方式，做
好人民群众健康服务和心理疏导；
要关注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关心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帮助
照顾他们的老人和小孩，为他们解
除后顾之忧。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布
致全国社会工作者的倡议书，向
全国社会工作者发出倡议：做好
个人防疫和机构防疫；发挥专业
优势，协助做好医务工作；发挥
“三社联动”作用，积极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倡

议全体专项基金及爱心合作伙
伴、志愿者加强自我保护，理性应
对疫情；服从大局要求，有序组织
参与。 在社区服务、心理服务、助
老健康、 为武汉捐助资金及医用
物资等方面开展驰援， 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做出贡献！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向广
大社会组织提出倡议：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带头履行疫
情防控社会责任；以身作则做好
宣传引导，尽一切可能做好协调
服务工作，为会员单位和社会组
织开展疫情防控给予最大的支
持和帮助。

在疫情防控方面，部管社会
组织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对
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
提供支持，为全国各地疫情防控
工作贡献力量。

中华慈善总会发起“战胜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公
共募捐行动。 截至 2 月 5 日 17
时，共接收用于新冠肺炎防控捐
款 17848 万元， 其中，8983.98 万
元已根据捐赠意向拨付，3804.6
万元拟用于成立专项基金 ，
5059.42 万元将根据疫情发展及
各地实际情况陆续拨付。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设立 10
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用于
采购海内外医疗物资，包括诊疗设
备、器材耗材、相关制剂等，无偿赠
送给武汉各大医疗机构。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 3
亿元，设立第一期新型肺炎疫情防
控基金。腾讯公益平台还与湖北省
红十字基金会、 重庆市慈善总会、
壹基金等慈善组织紧密协作，第一
时间上线了多个相关公益项目，为
广大热心网友的捐助提供便利，已
募到 1000余万元善款。

白求恩公益基金会为全国
各地驰援湖北疫情一线的医务
人员提供手机话费补贴，让“医”
有声，让爱畅通。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积极行
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第一时
间号召并组织分支机构，主动开
展面向公众的疫情防控专业支
持。 协会公职人员心理健康管理
分会开通“微医心理健康关怀”
服务平台，广大心理专家通过网
络开通了“爱心专线”。

安利公益基金会 1 月 23 日
紧急从广州生产基地调拨 7200
瓶必速抗菌洗手液、7200 瓶安利
优生活浓缩多用途清洁剂、40 台
逸新空气净化器，总价值 100 万
元，捐赠武汉抗击疫情前线。

民政部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坚决打好疫情阻击战

� � 包头市九原区沙河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护人员对
走进中心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体温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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