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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卫„2019‟25号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 2018 年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十大指标” 

运行监管年终考核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市直及驻汴有关医疗机构： 

根据《开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8 年全市

二级以上医院 “十大指标”运行监管年终考核工作的通知》文

件要求，开封市卫计委组织专家对开封市 23 所二、三级医院“十

大指标”运行情况进行年终考核，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组织实施 

本次考核由我委牵头，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河南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人民医院组织抽调监察、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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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医疗、护理、药学等专家组成四个考核组，依据各医院所

报《2018 年“十大指标”目标管理责任书》及《2018 年全省 “十

大指标”目标管理考核评价细则（试行）》进行考评。考评采取

听取汇报，对口检查，现场察看，结果反馈，下达整改通知书等

方式进行。 

二、运行总体情况 

（一）“平安医院”建设指标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认真按照创建“平安医院”的总体要

求，严格落实医疗安全核心制度，规范投诉管理，建立医疗纠纷

应急处理机制和预案，健全警医联动机制，全面推行医疗纠纷第

三方调解工作机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2018 年全市二级以上

医院共组织开展纠纷讲评 26 次。市医调委受理纠纷 176 例（医

责险保内案件 124 例，保外案件 52 例），协议处理 75 例，正在

处理 40例，进行司法确认 38 例。 

（二）医院规模与医护人员配置指标 

2018年全市23家二级以上医院开放总床位数为9086张

（2017年7959张），同比增加14.16%。职工总数12503人、卫生

技术人员10394人、医师3232 人、护士5616人，病房护士数4682

人。开放床位数与病房护士总数比平均为1:0.52，医护比平均为

1:1.73。 

3家三级医院开放总床位数为2883张（2017年2558张），同

比增加12.7%。职工总数4280人、卫生技术人员3747人、医师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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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护士1953人，病房护士数1631人。开放床位数与病房护士总

数比平均为1:0.57，医护比平均为1:1.55。 

全市二级医院开放总床位数为6203张（2017年5401张），同

比增加14.85%。职工总数8223人、卫生技术人员6647人、医师1970

人、护士3663人，病房护士数3051人。开放床位数与病房护士总

数比平均为1:0.49；医护比平均为1:1.86。 14所县级医院开放

床位总数为4643张，占二级医院总数的75%。职工总数5837人，

卫生技术人员4704人，医师总数1456人，护士总数2590人，病房

护士数2179人，医院护士总数占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平均为

55.05%，平均医护比为1:1.78，开放床位数与病房护士数之比为

1:0.47。 

（三）合理用药指标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抗菌药物使用率平均为

12.03%，同比下降 0.44%；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平均为

45.48%，同比增加 5.52%；I 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比例

19.99%，同比增加 0.93%。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药占比总体平均为 29.57%。同比下降

6.2%。其中三级医院药占比平均为 29.91%，同比下降 1.42%；二

级医院药占比平均为 29.52%，同比下降 3.90%。我市基本药物使

用比例三级医院 31.85%，城市二级综合医院 36.05%；县级综合

医院 53.99%。 

共开展处方点评 522 次，点评处方 413452 张，处方合格率

96.39%；对不合格处方责任人处理 1113人次，其中经济处罚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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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四）规范化诊疗指标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进入临床路径管理患者总数为98640人

次；完成临床路径患者总数为86526人次，完成率为87.72%；变

异患者2768人次，变异率为2.81%。纳入临床路径管理的病例占

出院患者数28.71%。三级医院进入临床路径管理患者总数为

40415人次；完成路径患者总数为37810人次，完成率为93.55%；

变异患者1379人次，变异率为3.41%；二级医院进入临床路径患

者总数为58225人次，完成路径患者总数为48716人次，完成率为

83.67%,；变异患者1389人次，变异率为2.39%。 

（五）改善医疗服务效率指标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总诊疗441.34万人次,其中门诊患者

415.00万人次;急诊患者31.18万人次；出院患者总人数为34.36

万人次。 

3家三级医院总诊疗人次数为160.87万人次，其中门诊

143.48万人次，急诊患者17.40万人次，出院患者9.39万人次。 

二级医院总诊疗人数为280.60万人次，门诊271.65万人次，

急诊患者13.90万人次，出院总人数为24.97万人次。 

2018年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14天（2017年

10.92），同比下降0.78%，其中二级医院为10.12天、三级医院

为10.25天，同去年持平。 

（六）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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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市推行预约诊疗服务，全市目前共有8家医疗机

构可预约挂号，预约挂号总量为452031个，其中三级医院预约诊

疗人数142752，占总诊疗人数的3.23%。 

（七）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及科技创新指标 

各级医疗机构重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及新业务和新技术的

开展创新，提升内涵建设，提高发展规划。2018年全市二级以上

医院用于引智培智经费886.33万元，开展新业务新技术项目135

个，科研立项25个，科研成果6个，省级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

文501篇，核心期刊82篇。 

（八）医院经济管理及患者医疗费用控制指标 

2018年全市二级以上医院门诊和住院人均费用情况为：门诊

次均费用201.04元（2017年212.18），同比去年降低5.25%；出

院患者次均费用6768.80元（2017年6130.39元），同比增加

10.41%。 

3家三级医院门诊次均费用250.04元（2017年225.73元），较

去年增幅10.77%，住院患者次均费用9846.85元（2017年9171.68

元），同比增幅7.36%；其中，三级综合医院门诊、住院患者次

均费用分别为217.23元和11485.26元；三级专科医院门诊、住院

患者次均费用为315.65元和6570.04元。 

二级医院门诊次均费用194.05元(2017年209.47元),较去年

降低7.36%，住院患者次均费用5527.93元（2017年5522.13元），

同去年持平。 

（九）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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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对口支援工作稳步进行，截止目前我市三级医院共

派驻医师20人。其中开封市中心医院医师支援杞县人民医院5名，

支援通许县人民医院5名；开封市人民医院医师支援宁陵县人民

医院5名；开封市儿童医院医师支援西华县人民医院5名。 

百医包百村共开展帮扶义诊活动共计749次，开展帮扶义诊

活动服务人数59405人，开展帮扶义诊活动投入资金共计278.295

万元。 

（十）党风廉政建设及行风建设工作指标 

今年我市积极响应国家卫计委“亮出形象正党风 医德建设

争先锋”活动，各单位建立领导小组，按时报送月报活动；开展

各种教育活动，严格实行院务公开制度和医德医风考评制度，认

真落实《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医务人员知晓率

达100%；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患者满意度平均达到

96.65%，出院患者对医疗服务回访满意度平均达到96.88%；电视、

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达768次。 

三、存在问题 

（一）我市二级以上部分医院，医院护士总数未达到卫生技

术人员的50%要求，卫生技术人员与实际开放床位之比（指标要

求>1.2:1）、医师与实际开放床位之比（指标要求≥0.3:1）、护

理岗位人员与实际开放床位之比（指标要求≥0.4:1）、护理岗位

人员与医师之比（指标要求≥1.6：1）、重症医学科医师人数与

床位数之比（指标要求≥0.8:1）、重点学科护士人数与床位数之

比（指标要求≥3:1）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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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二级医院信息化管理功能滞后、各种报表和医疗

数据人工收集整理，一定程度影响数据的便捷性与准确性。病历

书写内容欠规范（包括：手术医生签字欠规范、部分医师签字不

全、职称不规范、病程记录书写过于简单、部分与病情完全不符

合等）。 

（三）临床路径管理力度有待加强，虽然全市临床路径入组

率完成人数在逐步增加，但仍存在整体入组率偏低，需加大对临

床路径管理督导力度，落实奖励机制，增加临床路径入组率，减

少变异率。进一步扩大临床路径覆盖面，二级以上医院实施临床

路径管理病例数年底前应达到年度总出院病例数 50%。 

（四）大部分医院药占比不达标，需进一步加强控制药占比。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住院人均费用增幅过大，同比增长10.41%。 

（五）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平均为 45.48%，同比增加

5.52%，部分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偏高，需进一步控制抗菌药物

使用率，医院抗菌药物管理有待加强。建立辅助用药动态监测管

理制度，制定动态监测品种目录。部分医院需加强细菌耐药监测

与评价机制，根据检测情况，建立细菌耐药预警机制。 

（六）我市部分三级医院年度科研成果要求≥3项，未达标。

二级医院年度开展新业务、新技术≥5项，省级以上论文每100

张床位≥ 3篇，大部分单位未达标。 

（七）部分单位消防安全、应急预案需定期完善，重点科室

设施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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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市医联体工作虽已起步，整体效果还未突显，双向

转诊工作进展缓慢，大部分医院预约诊疗率偏低，需进一步加强。 

（九）部分医疗机构廉洁从业教育、法律法规培训、新闻媒

体正面宣传有待加强。 

（十）“十大指标”数据上报工作部分医院上报数据不及时、

不准确、填报不规范、内容不符合要求，不能固定每项指标责任

人、填报人。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要总结完善、强化整改  

“十大指标”目标管理是加强医疗服务监管的重要手段。各

单位要认真总结经验，通过实施“十大指标”目标管理，使医院

走科学发展之路，全面提高医院科学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认真进行整改。各单位要认真梳理考核中所暴

露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特别是督导反馈表专家反馈意见），

尤其是不达标项目，要认真研究、查找原因，结合本单位实际，

明确下一步工作任务，依据市级考核建议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方

案，要明确整改时间、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并与奖惩挂钩，

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各单位要明确“十大指标”数据上报工

作的填写人和负责人，做好每项数据的质量控制，确保数据上报

及时、准确。 

（二）继续推进“十大指标”监管工作 

在全市实施开展“十大指标”宏观监管是我市医院管理、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医疗服务监管的内在要求，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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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医院管理长效机制的核心内容。各单位要将“十大指标”

宏观监管工作与“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计划”、“亮争”活动、

“群众满意医院”、“百医包百村”、“医联体建设”等工作有

机结合，同时结合本单位实际，针对当前医院管理中存在的重点、

难点、热点问题，实施责任目标管理，尤其对药占比、床位使用

率、平均住院日、临床路径等重点指标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狠抓落实，圆满完成各项指标。 

（三）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 

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医政法规、诊疗法规、技术规范的落实，

做到规范管理、规范执业、规范服务。认真落实医疗管理核心制

度，做到“六个强化”，要强化医疗质量安全持续改进体系和机

制。要强化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规定，预防和控制院内交叉感

染，确保人民群众就医安全。要求强化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工作，

从源头防范各类医疗事故和纠纷的发生。要强化临床合理用药，

规范临床用药行为，确保药占比、基本药物使用比例达到要求。

要强化推进优质护理，提高护理水平，保持护理队伍持续稳定发

展。要强化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实现医疗信息

全方位整合，提升医院人文服务水平和数字化服务水平，以满足

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要。  

（四）积极推进临床路径管理 

认真落实临床路径管理指导原则，进一步扩大二级以上公立

医院临床路径管理实施病种和专业覆盖面，逐步实现临床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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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疾病全覆盖，发挥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保障医疗质量安全，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控制医疗费用等作用。 

（五）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和药学服务 

建立完善药学服务体系，加强医疗机构合理用药评价与处方

点评，严格落实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要求，扩大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监测网和细菌耐药监测网监测覆盖面，规范医疗机构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升药事服务水平。 

各单位整改落实情况于3月20日前报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科。市卫生健康委将对各医院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复核并予以通

报。 

附件：1.2018年二级以上医院“十大指标”考核得分 

      2.2018年二级以上医院部分指标未完成单位 

 

 

          2019年 3 月 1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19年 3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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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二级以上医院“十大指标”考核得分 

 
序号 单位 评分 

1 开封市中心医院 877 分 

2 开封市人民医院 868 分 

3 开封市儿童医院 864 分 

4 开封市妇产医院 854 分 

5 杞县人民医院 853 分 

6 通许县人民医院 848 分 

7 尉氏县人民医院 846 分 

8 尉氏县中心医院 843 分 

9 尉氏县妇幼保健院 839.4分 

10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 838 分 

11 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 837 分 

12 杞县妇幼保健院 823 分 

13 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 795.8分 
14 开封市五院 773 分 

15 祥符区第二人民医院 766 分 

16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 758 分 

17 通许县中心医院 752 分 

18 开封东源康复医院 751 分 

19 开封市陇海医院 750 分 

20 开封市肿瘤医院 747 分 

21 开封东源心血管医院 743 分 

22 杞县眼病医院 720 分 

23 杞县恒康医院 4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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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二级以上医院部分指标未完成单位 

项目要求 未达标单位 

医院护士总数达到卫生技

术人员的50% 

开封市儿童医院、开封市口腔医院、开封市肿瘤医院、

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杞县人民医院，通许县中心医

院上报数据不准确 

卫生技术人员与实际开放

床位之比≥1.2:1 

开封市五院、开封市肿瘤医院、祥符区第二人民医院、

杞县人民医院、杞县妇幼保健院、通许县中心医院、

尉氏县人民医院、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尉氏县中心

医院、尉氏县妇幼保健院、开封市东源心血管医院、

杞县恒康骨科医院 

医师与实际开放床位之比

≥0.3:1 

开封市妇产医院、开封市五院、开封市肿瘤医院、开

封市东源康复医院 

护理岗位人员与实际开放

床位之比≥0.4:1 

开封市五院、开封肿瘤医院、杞县人民医院、通许县

中心医院、尉氏县中心医院、杞县眼病医院 

护理岗位人员与医师之比

≥1.6：1 

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儿童医院、开封市陇海医院、

开封市口腔医院、开封市肿瘤医院、祥符区第一人民

医院、通许中心医院、尉氏县人民医院、尉氏县中心

医院、尉氏县妇幼保健院、杞县眼病医院、杞县恒康

骨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医师人数与床

位数之比≥0.8:1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杞县人民医院、杞县妇幼保健院、

通许人民医院、尉氏县人民医院、尉氏县中心医院、

开封市东源心血管医院、开封市东源康复医院、杞县

恒康骨科医院 

重点学科护士人数与床位

数之比≥3:1 

杞县人民医院、杞县妇幼保健院、通许人民医院、尉

氏县人民医院、尉氏县中心医院、开封市东源心血管

医院、开封市东源康复医院 

门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

例≤20% 

祥符区第一人民院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60% 

祥符区第一人民院 

I类切口手术患者预防使用

抗菌药物比例不超过30% 

开封市人民医院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药占比

（不含中药饮片）≤30% 

开封市人民医院、开封市儿童医院、开封市陇海医院、

开封市五院、开封市六院、开封市肿瘤医院、祥符区

第二人民医院、杞县人民医院、通许县中心医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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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县人民医院、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尉氏县中心医

院、开封市东源心血管医院、开封市东源康复医院 

基本药物使用比例三级综

合医院达到30% 

开封市人民医院 

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县级综

合医院不低于50% 

杞县人民医院、通许县人民医院、尉氏县第二人民医

院、尉氏县中心医院 

二级以上医院实施临床路

径管理病例数应达到年度

本院出院病例数50% 

所有医院（除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 

 

平均住院日二、三级综合医

院≤10天、精神病医院≤44

天 

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人民医院、开封市五院 

三级医院年度科研成果≥3

项 

开封市人民医院、开封市儿童医院 

二级医院年度开展新业务、

新技术≥5项 

开封市陇海医院、开封市口腔医院、开封市五院、祥

符区第一人民医院、祥符区第二人民医院、杞县妇幼

保健院、通许县中心医院、通许县人民医院、尉氏县

妇幼保健院、开封市东源心血管医院、开封市东源康

复医院、杞县眼病医院 

二级医院省级以上论文每

100张床位≥ 3篇 

开封市陇海医院、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祥符区第二

人民医院、杞县妇幼保健院、通许县中心医院、通许

县人民医院、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杞县眼病医院、

杞县恒康骨科医院 

住院次均费用增幅市级三

级医院≤5% 

开封市人民医院、开封市儿童医院 

住院次均费用增幅县级医

院（含市直二级医院）≤8% 

开封市口腔医院、杞县人民医院、通许中心医院、尉

氏县人民医院、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尉氏县中心医

院 

新闻媒体正面宣传≥12次 开封市陇海医院、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祥符区第二

人民医院、杞县妇幼保健院、通许县中心医院、尉氏

县中心医院、开封市东源康复医院、杞县眼病医院、

杞县恒康骨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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