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共监督检查142706户次、案件查处7135件
审 核 发 放 卫 生 行 政 许 可

14586件；监督检查142706户次，
同比增加9746户次，增幅7.33%，
监督覆盖率达99.61%；案件查处
7135 件，同比增加 550 件，增幅
8.35%，其中，罚款案件6139件，处
罚金额 1628.40 万元，同比增加
317.28万元，增幅24.20%。国家
随机监督抽查任务完成率和任务
完结率居全国第一，监督完成率全
国排名第二。

这些数字正是2018年重庆市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工作交出的满
意答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夯实卫生计生执法体系和网底

既然是监督执法，那就离不开
人。

一直以来，卫生计生执法体系
和网底建设作为市卫生计生监督
执法局的工作重点。去年，合川、
涪陵、南岸等区县进一步夯实了卫
生计生监督体系，比如合川城区3
个街道办事处设置了派驻卫计执
法所，其余27个镇街社事办挂牌
成立了卫计执法所，监督局负责业
绩考核和人事管理；丰都、武隆、永
川等区县将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纳
入了区县政府对乡镇（街道）的目
标考核。

构筑坚实网底的同时，执法力
度不断加大，执法领域也有了新拓
展。南岸、渝中联合侦办了我市首
例非法人类辅助生殖案；合川首次
运用新颁布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对某医疗机构处以罚款1
万元的行政处罚；沙坪坝首次以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移送案件；
武隆、渝北等区县对托幼机构进行
行政处罚。

“我们在执法中还注重部门
联动。”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负
责人说，潼南、綦江、江北、渝北等
区县积极加强和检察院、公安、食
药监、医保、工商等部门的协调联
动，打出“组合拳”，有力震慑了违
法行为；石柱、渝北等区县卫生监
督机构强化和教委的合作，完成
了教室灯光改造，提升了教学卫

生环境。
在监管模式创新上也有新作

为。沙坪坝、璧山、北碚、合川、南
岸、南川等区县对大型宾馆消毒
间、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饮用水
水质、民营医院等重点领域和环
节进行实时监控、在线监测，互联
网+信息化助推卫生监督智能化；
涪陵区建立了“卫生行政处罚双
随访制度”，将打击非法行医工作
纳入了2018年区政府工作报告；
万盛经开区与辖区120余家药店
签订《杜绝非法行医告知书》，约
谈辖区义齿供应商、农贸市场管
理方、门市房东，有效规范了药店
经营行为，对非法牙医依法严肃
处罚。

“卫监行动2018”等专项行动
成效显著

这些实实在在的监管措施，让
我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工作迈上
新台阶。

去年，全市国家随机监督抽
查任务共计 8801 户，同比增加
3435户，增幅64.01%；监督完成
8787户，监督完成率99.84%，同
比提升6.38个百分点；任务完成
8595户，任务完成率97.66%，同
比提升4.31个百分点；任务完结
率 100.00%，同比提升 0.95 个百
分点；查处案件584件，同比增加
317件，增幅118.73%；处罚金额
57.40万元，同比增加30.25万元，
增 幅 111.43% ；案 件 查 处 率
6.64% ，同 比 提 升 1.66 个 百 分
点。任务完成率和任务完结率居
全国第一，监督完成率全国排名
第二。

“卫监行动2018”等专项工作
也成效显著。其中，“卫监行动
2018”专项监督检查历时10个月，
由2017年的3项增加到8项，监督
检查23184户，同比增长123.8%；
行 政 处 罚 1763 起 ，同 比 增 长
63.7%；罚没金额416.23万元，同
比增长326.51%。同时，还开展了
节假日、中高考学校卫生、问题疫
苗等专项检查和传染病防治分类

监督综合评价工作等一系列监督
执法行动，社会反响良好。

该负责人说，由市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局发起的“你点名，我监督”
逐步成为重庆卫监的“品牌活动”。
2018年，我市在医疗美容和游泳场
所2个领域开展“你点名，我监督”交
叉执法检查行动，共收到群众有效
网络“点名”105万余票，突击检查群
众“点名”单位100余户，并邀请部
分市民代表和社会监督员全程参与
现场突击检查。活动历时近2个月，
处罚、曝光了一批群众意见大、违法
行为严重的单位。

此外，我市首次采用自上而下
的随机抽查方式完成195件案件
的评查工作；评出市级优秀案卷
12件，推荐6件典型案例参加全国
评优，4件获评为优秀，排名全国
第一。2018年，全市总计查处了
近百件有影响力的大案，对社会影
响大、涉案金额大、群众反映强烈
的85件案件进行抽查研判，确保
了办案质量，扩大了卫生监督执法
的影响力。

今年将持续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今年我们将以执法办案为核
心，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以信息
化建设为支撑，提升能力水平，打
造特色亮点，力争整体工作进入全
国一流行列。”市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局负责人说，总体来说，要从重
点监管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转向全
行业监管，从注重事前审批转向注
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从单向监
管转向综合协同监管，提高监管能
力和水平。

在完成国家双随机任务的基
础上，将继续花大力气开展抗抑菌
剂、中医医疗机构、体检机构等专
项监督检查行动，探索大型医疗机
构驻点式检查，加快推进医疗“三
监管”平台建设，健全基层医疗机
构专项检查常态机制。要加大大
案要案查办力度，对群众反响强
烈、关注度高的领域继续开展“你
点名，我监督”活动和交叉执法。
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争取辖区公
安、工商等相关部门以及群众的支

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有效解决
执法重点难点。充分利用互联网、
信息化等手段，采取新的执法模
式，提高执法效率。

以规范化机构建设为契机，根
据《重庆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
规范化建设方案》，以提升我市各
区县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体系建设、
能力建设、文化内涵建设为着力
点，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市
各区县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能
力水平上台阶。加强业务培训，采
用片区培训、线上培训、现场指导、
基地实训等新形式，扩大受众面，
提升培训效果。组织开展全市执
法技能竞赛，通过大练兵、大比武，
提升全市监督队伍综合能力。

同时，紧密结合监督执法工作
实际，仔细梳理各专业监督执法风
险点，着重加强专业领域、社会关
注、法律不利等方面风险点的排查
防控能力，明确执法主体，落实执
法责任，营造良好和谐的执法环
境。 罗清云

图片由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提供

开展教学卫生监督检查

多项指标全国领先 我市卫生计生监督工作迈上新台阶

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检查

对公共场所进行监督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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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增幅、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实现“双下降”
近日，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8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按照“363”的工
作路径，即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强化计
生服务管理、“放管服”三项改革；聚焦健康
环境建设、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人才科
技创新、信息化建设、中医药发展、民生关爱
六项任务；着力强化党的建设、强化法治建
设、宣传引领三个强化，扎实推进健康中国
战略重庆实践，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持续向好。

深化医改群众得实惠
国务院两次通报表扬

据悉，2018年是全市深化医改拓展深
化的一年，市卫生健康委落实党委领导下
的院长负责制，落实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117家医院开展章程试点；公立医院薪酬
制度改革扩面，58家试点医院人均年收入
增加1.3万元；强化政府办医责任，补助政
策性亏损经费3.88亿元，追加医疗服务能
力建设经费3.45亿元。

分级诊疗稳步推进、建成医联体188
个、推进50个病种基层首诊、完善药品供
应保障制度、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
医改的综合性、协同性增强，医疗费用增
幅、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双下降”，基层群
众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国
家卫生健康委在忠县召开医改新闻发布
会，全面宣传重庆医改，医改工作两次获
国务院通报表扬。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群众有健康获得感

据介绍，为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市
卫生健康委不断加强健康促进能力建设，
发布居民健康白皮书，开展健康科普“五
进”“健康中国巴渝行”、重庆健康快车等
活动，打造“不健不散”科普栏目，举办讲
座2万场。

健康环境是健康身体的保障，市卫生
健康委积极改善健康环境，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创建国家卫生乡镇4个，圆满完
成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推进医养融合，形
成“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医养协作、居家
医养”四种模式，医养结合初见成效；启动
实施“美丽医院”，精细化管理、智能化水
平得到提高；启动新一轮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医疗水平持续提升；建设“智慧医院”，
实施“互联网+医疗健康”行动，依托“卫生
健康云”，建成全民健康智能管理服务市
级互联网医院监管等平台，建成智慧医院
10家，公立医院数据接入全覆盖，DRGS
医疗服务绩效评价工作居全国前列。通
过系统地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群众明显感
受到健康的获得感。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医患关系更加和谐

2018年，市卫生健康委夯实基层组织
建设，成立卫生健康行业社会组织综合党
委，出台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实施
意见，开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将支部建

在处室、科室。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全面开展医院平安建设、民生领域暨
过度诊疗专项整治、“我服务、你评议”等
活动，将《重庆市中医药条例》纳入年度立
法调研，制定《重庆市献血条例》配套文件
四个，市卫生健康委政务服务能力及法治
能力不断提升。

为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市卫生
健康委抓实宣传工作，实施“尊医重卫三百
工程”，各级媒体多次报道全市卫生健康工
作成效、优秀医务人员事迹；在“首届中国
医师节”到来之际举办了系列活动，评选表
彰先进集体30个、优秀个人195名；媒体还
推出了医养结合系列报道，美丽医院系列
报道,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

2018年，市卫生健康委围绕健康民生
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目标，全面达成各项工
作指标，卫生健康工作全面稳步推进，医
疗硬件和软件环境全面改善，医患关系更
加和谐。 王凤

重医附二院院内轨道物流系统

市急救医疗中心
开展“120国家急救日倡议活动”

近日，市急救医疗中心在医院门诊和急诊广场举
行了“120国家急救日倡议活动”暨急救科普大课堂公
益培训活动。活动由中国医院协会急救中心（站）管
理分会与全国 120 院前医疗急救机构，联合相关学会
和协会，在国家主管部门指导下，在全国统一发起。
旨在增强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完善城乡医疗急救体系
建设、提高我国急救文化发展水平。 马成兵

江津区
取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两年复核规定

近日，江津区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行
政审批效率、优化服务，删除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中第二十五条中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每
两年复核一次的规定，同时删除第三十七条第九项关
于未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复核手续的法律责任
条款，这意味着公共场所经营者无需为复核多跑一
次。 马太超

丰都县人民医院
医疗共同体建设暨胸痛中心成立

近日，丰都县人民医院举行了医疗共同体建设暨胸
痛中心成立大会。通过多个科室合作，依据快速准确的
诊断、危险评估和恰当的治疗手段，对胸痛患者进行有效
的分类治疗，胸痛中心的成立将会提高胸痛患者的早期
识别和早期救治能力，降低死亡率、改善远期预后。会上
举行了胸痛中心网络协作医院授牌仪式，全县31家乡镇
（中心）卫生院接牌。 马成兵

■链接》》

重庆市2018年度“智慧医院”示范单位名单
及评审等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2018年度10家“智慧医院”示范单位出炉
昨日从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传出消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10家医院
“过关斩将”，荣膺重庆2018年度“智慧医
院”，并在今日进行授牌表彰。市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代表着全市“智
慧医院”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整体工作
推进顺利。

加快“智慧医院”建设
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家
卫生健康委《关于深入开展“互联网+医
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文件精
神，按照《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
2020年）》具体要求，优化人民群众就医
流程，增强医院便民服务能力，提升医疗
智能化应用水平，2018年5月起，市卫生
健康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智慧医院”
示范建设工作。

“智慧医院”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从改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增强患者医疗
服务获得感出发，围绕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减轻医务人员负担、提升智慧管理能
力，注重健全医院信息平台功能，加快信
息系统资源整合，深化医疗服务智能应
用，促进区域医疗信息服务协同。

智慧医院建设，充分应用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切实提升医院智能化建设水平，开
展医疗、护理、医技、管理、后勤、保障、科
研及教学等领域智能化应用，提高医疗质
量、实现患者安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提
高患者满意度，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实现
医院精细化管理，增强智能辅助决策、实
施精准医疗。

加强宣传建设经验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为了加快推进“智慧医院”示范建设
工作，2018年底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了

“智慧医院”评审工作，包含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等医院在内的10家医院荣获“2018年
度‘智慧医院’示范单位”称号。

22日，市卫生健康委召开“智慧医院”
现场会，对荣获“2018年度‘智慧医院’示
范单位”称号的10家医院进行颁奖，发挥
各医院的示范引领作用，梳理“智慧医院”
示范建设过程中的有效措施与经验，提升

医院及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医院”建设的
积极性，深化“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服
务应用，扩大分时段预约诊疗、智能导医
分诊、候诊提醒、检验检查结果查询、便捷
支付流程和远程诊疗等服务覆盖范围，改
造优化诊疗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马成兵

全市2018卫生健康事业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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