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工生健康|

国家中医万管理

国工亦医友〔2019〕 22号

美干加張老年押理服努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籍市及新羅生声建没兵困工生健康委、中医葬管

理局 :

力貫物落共党中央、国券院美子釈板鹿対人 口老蛉化、提高老

年人健康水平的重大央策部署 ,増加老年伊理服券供給 ,逐 歩満足

老年患者多祥化、差昇化的伊理服券需求 ,現就避一歩か張老年ク

理服券有美工作週舛女口下 :

一、増加提供老年抄理服各的医療机杓和床位数量

(一 )各地工生健康行政部日(合 中医菱主管部 11,下 同)要 倣

好老年伊理医庁資源的規夫1、 布局。根据籍区内老年人群的数量、

疾病焙特点、医庁伊理需求等情汎 ,結 合実杯,科 学制資老年ゲ理

服券体系規え1,坑 寿整合老年伊理資源 ,建 立覆蓋老年人群疾病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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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期、慢ll■ 期、康隻期、K期 照伊期、生命冬末期的伊理服券体系。

(二 )推 功医オ資源キ富地区的部分一象、二象医院結型力伊

理院、康隻医院等。支持
～

写1早 社会力量挙亦規模化、連鎖化的伊

理堵、伊理中ソむ、康隻医庁中′む、安ヤ庁伊中′む等,増 か帯区内提供

老年伊理服外的医庁机柏数量。鼓励右条件的基晨医庁工生机綺

根据需要没畳
～

増加提供老年学理服外的床位。

二、医療机梅増加老年抄理服各供給

(三 )医 庁机ね要接照分象珍庁的要求,結 合功能定位 ,根据老

年患者疾病特点、自理能力情況以及多元化伊理新需求等,増カロ老

年伊理服券供給。私板升展老年伊理服券需求汗借工作 ,根 据汗

借情汎 ,按 需分炎地力老年患者提供寺立、通宜、便掟的老年伊理

服券。

(四 )三 象医院主要力魚危重症窄疑准隻染疾病的老年患者長

供寺科伊理服券。公立三象医院要承担雑区内老年伊理技木支

持、人オ培サ1等任券 ,友 拝脊扶和帯功作用 ,鼓励社会力量挙亦的

三吸医院釈板参考。鼓励二象医院没畳老年医学科 ,力 老年患者

提供住院医庁伊理服券。学理院、康隻医院、学理中ブむ、康久医庁

中Jむ 等医オ机納要力診断明後、病情稔定的老年恙者提供伊理

服券。

(五 )社 区工生服券中′む、多鎮工生院等基晨 EXl症 工生机祐要

秋板力右需求的老年恙者特男1是 失能老年恙者提供伊理服券。有

条件的可以没立家庭病床、日同ゲ理中′む或“呼口1中 ツむ"等 ,力 老年

恙者提供居家伊理、日同ゲ理服券。通辻家庭医生益勾服分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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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方式,力 老年恙者提供疾病預防、医庁伊理、慢性病管理、康隻伊

理、安宇庁伊等一体化服券。

三、提高老年神理夙立人員服勢能力

(六 )要 根据医痒机納的功能定位 ,有 汁夫1、 分晨次地対医庁机

胸内伊士升展針対性的培ツ|,提升老年伊理服券能力.重 点か張

対二象医院、伊理院(堵 )、 伊理中′む、康夏医院、康隻医庁中Jさ 以及

社区工生服券中′む、多鎮二生院等基晨医庁工生机綺伊士的堵ツ|,

掟升其老年人常兄病、多友病ゲ理 ,老年
`む

理学理等老年学理を立

技木水平 ,特 男1是 力失能老年人提供ク理服券的能力。

(七 )各地要接照《美子か張医庁ク理員培ツ|か 規疱管理工作

的通舛》(国 工医友〔2019〕 49号 )有 美要求,充 分友拝市場机 tll作

用 ,か 快培ツ1医 庁伊理員,提 高其炊立未募
～

を立技能。医庁机構

鹿当か張対本机納内医庁伊理員的培ツ|,有条件的公立医庁机柏、

相美学t7t会 、以上培り1机納等可以力社会力量挙外的医痛机杓、基

晨医庁工生机納以及医界第合机檎等提供医庁伊理員培サ1技 木

支持。

四、キ富老年神理服勢模式

(八 )鼓励医痒机杓錯合実隊,私 板キ富唸1新 多晨次、差昇化的

老年学理服券模式。医庁机杓要錯合伐反学理服券的推逃
～

要

求,力 老年住院恙者提供仝面、仝程的責任寺1整体伊理服券。鼓励

有条件的医庁机杓釈板力老年患者升展延教性伊理服券,特 机納

伊理延伸至社区
～

居家。支持基晨医庁二生机杓キ富
～

唸1新伊理

服券模式,力 失能或高蛉老年人提供 口同学理、居家伊理、家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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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等服券。

(九 )鼓励右条件的地 区
～

医庁机檎接照要求釈板探索升展

“互咲回+伊理服券"新型立恣 ,結 合実隊合理碗定“互咲回+学理

服券"項 目,仇 先力失能、高蛉或行功不便的老年患者提供居家学

理等服券。

(十 )各地要杵提供老年伊理服券的4‐El美 医症机杓熱入至1医 咲

体建浚中,充 分友拝大型医院仇反伊理資源的脊扶帯功作用 ,借助

城市医庁集困、異域医共体、寺科咲盟以及近程医庁等形式 ,希 助

か指早基晨医庁工生机杓汗展老年伊理服券 ,恵 及更多老年恙者。

五、墾須実施

(十 一)カロ張俎欽頷早。地方各奴工生健康行政部 11要 水実施

健康中国哉喀、私板泣対人 口老蛉化的高度 ,充 分汰沢倣好老年伊

理服券工作的重要意又 ,粋 其夕」入袂事 日程わ民ソむ工程。か張姐

鉄頷尋
～

坑箸跡渭 ,健仝工作机 tll,結 合共杯キ1資 実施方案井推功

落実 ,碗 保各項任券取得共数。

(十 二)張 化政策保障。要主功跡凋有美部 11接 照国家美子私

枚泣対人 口老蛉化 ,推邊健康服券立、伊理服券立以及促逃社会亦

医持致健康規疱友展等的有美要求 ,探 索建立完善右不1千老年ゲ

理服券友展的牧費、支付等相美保障机寺1,妥善解決反映的同題
～

困准 ,強 化政策支諄 ,推 功政策落地。

(十 二)鼓励先行先拭。有条件的地 区要探索唸1新右益倣法 ,

及叶恙繊汗借。相美医オ机綺要接照《美子升展老年学理需求汗

借わ規疱服券工作的通知》(国 工医友〔2019〕 48号 )逐 歩升展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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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理需求汗借井規疱提供服券。根据升晨老年学理を立伊士
～

医

庁伊理員培ツ1的 有美要求 ,か 快培サ1老年ゲ理八立人員,提 高老年

伊理服券能力。按照公平党争捧仇的原ス1,鼓励釆用政府驚要服

券方式,把部分通宜的老年伊理服券項 目交由具各条件的社会亦

老年ゲ理服券机油承担。

(十 四)か 張安全監管。各象工生健康行政部 11要 杵提供老年

伊理服券的相美医庁机檎熱入医庁伊理反量監淑1体 系 ,カロ張老年

伊理服券度量控tll～ 行力監管。要カロ大対老年伊理服券工作的指

早力度 ,健仝寺項栓査
～

第二方汗借等工作机+1,充 分友拝社会上

督的作用。対千出現重大老年医庁伊理安全事件、社会反映張烈

的医庁机綺本人員依法依規芦粛同責。要接照法律法規有美規定

/Ak升 区域内提供老年伊理服券相美医庁机竹、人員炎男等信息 ,井

幼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十 五)菅 造液厚気国。各地要か大宣特力皮 ,充分不1用 声播、

屯祝、扱千1、 互咲口等媒体 ,声 淫宣告私板反対人 口老蛉化、カロ張老

年伊理服券的政策。要釈板宣竹在老年伊理服券工作中涌現的先

邊典型 ,努 力昔造会社会美′む、支持、参考老年伊理服券工作的良

好気目。

各省象二生健康行政部 11要根据本通知要求 ,第 合実膵tll汀

本轄区カロllA友 展老年ク理服券的工作方案 ,千 2020年 2月 17日

前扱送国家工生健康委医攻医管局 ,有 美工作避展及叶洵通。

咲系人 8医 攻医管局伊理寺康隻た 千涛、孟莉

咲ズミ咤L鋳壼8010~~68791451、 68792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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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真 3010~68792959

(信 息公升形式:主 功公升)

-6-



2019年 12月  5 日 F「 友国家工生健康委亦公斤

校対 :孟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