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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落实支出责

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科

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落实“谁支出、谁负责”

的主体责任，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推动财政资金

聚力增效，切实提升政府效能，通过查找和分析项目组织实施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为领导决

策提供科学有力的依据。根据《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财政

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泉台管财〔2021〕

42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泉州台商投资区财政局委托代理公司（福

建省富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公开招投标（采购编号：

FJFCDL[2021]012），引入泉州市计算机学会参与，组织项目绩效

评价工作小组，对 2020 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实施绩

效评价工作。

一、项目概况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厅等部门关于加大

力度培养和充实基层卫生人才队伍意见的通知》（闽政办

[2011]111 号）,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

意见》（财社[2009]66 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

市属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泉政文[2013]63 号)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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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卫生专项资金预算,由区民生保障局负责组织实施。

（一）绩效目标

1、总体绩效目标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的“健康所系、生命所托”，

建区之来，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响应国家“健康中

国”战略的号召，通过规划引领，统筹实施，着力补齐卫生健康

事业短板，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激发医疗人才干事动力，提

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逐步构建卫生健康新格局，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提升居民幸福生活指数。

2、年度绩效目标

（1）加大公共卫生项目落实力度。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政府补助标准提高至人均 74 元。落实住院分娩补助、

产前筛查诊断等 6 大类重大妇幼公共卫生项目和居民健康档案建

档、老年人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等 14 类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将常住流动人口纳入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对象，加

强专项经费预算支出管理。

（2）加强疾病防控能力建设。继续提升疾控机构检验检测能

力，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控，持续做好人感染 H7N9、登革热等传染

病监测预警。推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网格化服务管理，持续抓实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管理。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

风险评估，提升卫生应急处置水平。

（3）促进妇幼健康发展。继续实施三年“XIN 行动”，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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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龄产妇全程服务链，狠抓母婴安全五项制度落实，保障母

婴安全底线。

（4）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城乡

环境整洁行动(2015—2020)，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推进福建

省卫生乡镇创建工作。深入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推进健康知

识进学校、进家庭、进农村，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大无偿献血

宣传力度，调动广大群众无偿献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安排 2339 万元作为卫生专项资金，

其中：卫生健康专项经费 471 万元、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7 万元、

基层医疗卫生专项经费 525 万元、公共卫生专项经费 1316 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 2318.35 万元，实际到位率 99.14%；实际支出金额

为 1784.8 万元，结余 533.55 万元，结余率 22.99%。具体资金收

支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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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预算

（万元）

下达单位预算

(万元)
下达数占预算数的比重

实际支出金额

(万元)
实际支出占预算数的比重

市为民办实事项目配套经费（免费产前

筛查、两癌筛查）
16.60 16.60 100.00% 9.22 55.54%

村卫生所一体化管理经费 55.00 52.90 96.18% 33.76 61.38%

委托第三方对医疗机构进行满意度调查 3.60 3.60 100.00% 1.03 28.61%

无偿献血误工营养补助经费 38.00 38.00 100.00% 13.78 36.26%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配套经费 800.00 800.00 100.00% 640.78 80.10%

妇女病筛查项目经费 75.00 75.00 100.00% 59.20 78.93%

无偿献血工作及宣传发动经费 5.00 5.00 100.00% 0.00 0.00%

乡镇卫生院人才培养及招聘工作经费 10.00 10.00 100.00% 10.00 100.00%

预防性健康体检经费 61.00 61.00 100.00% 61.00 100.00%

计生避孕节育技术服务金 30.00 30.00 100.00% 12.67 42.23%

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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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经费 25.00 25.00 100.00% 14.09 56.36%

卫生事务经费 400.00 395.49 98.87% 333.14 83.29%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产前筛查项目

经费
8.60 8.60 100.00% 0.00 0.00%

乡村医生岗位津贴 20.00 11.46 57.30% 6.00 30.00%

社会办医（二级以上）床位补助 10.00 10.00 100.00% 10.00 100.00%

医学会护理学会经费 6.00 6.00 100.00% 6.00 100.00%

区院前急救网络日常运行经费 63.00 63.00 100.00% 63.00 100.00%

乡镇卫生院应急物资更新补充 5.00 5.00 100.00% 3.50 70.00%

乡镇中心卫生院基本药物零差率补助 450.00 450.00 100.00% 313.74 69.72%

全区村卫生所基本药物零差率补助 5.00 0.00 0.00% 0.00 0.00%

爱国卫生运动经费 30.00 30.00 100.00% 27.74 92.47%

传染病预防控制、免疫规划和卫生应急

日常工作经费
23.20 23.20 100.00% 17.56 75.69%

慢性病防治、结核病防治与健康教育促

进日常工作经费
19.50 19.50 100.00% 7.65 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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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综合执法大队日常工作经费 10.00 10.00 100.00% 7.48 74.80%

职业健康体检经费 3.00 3.00 100.00% 3.00 100.00%

实验室检测检验日常工作经费 37.00 37.00 100.00% 37.00 100.00%

食品、环境与学校卫生日常工作经费 8.00 8.00 100.00% 2.51 31.38%

婚检、孕前优生检测、儿童保健经费 121.00 121.00 100.00% 90.95 75.17%

合计 2338.5 2318.35 99.14% 1784.8 76.99%



2020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9

（三）项目管理

为规范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区民生保障局负责项目的实施

与管理，做好资金管理的编制、报送、使用等工作。结合本单位

专项资金管理与实施情况，按照通知要求及时编制和报送专项资

金管理报告。

（四）项目主要成效

1、稳步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

2020 年全区加大公共卫生项目落实力度,持续推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政府补助标准提高至人均 74 元,稳步提高居民医

疗保障水平。

2、落实基本公共卫生、基本药物服务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好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强化

绩效管理，确保 12 类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 17 类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年度指标达标。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

补助资金配套，强化资金规范使用管理，落实村卫生所承担 40%

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量，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

达 60%以上。

3、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

实施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管理，抓好流感、霍乱、鼠疫、登革

热、手足口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控。强化学校传染病防控，加强预

防接种规范管理，确保以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率均达 95%以上。巩固慢性病综合防控、地方病、寄生虫病

防治及麻风病、性病防治成果，加强业务技术指导。落实“一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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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和发病报告制度，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接收、诊断、治疗和

出院程序，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保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

治管理“七率”达国家规定要求。

4、强化妇幼健康服务

以绩效考核为抓手，落实《泉州市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实

施方案》要求，促进妇幼保健机构持续健康发展。开展婚前、孕

产期、产后和儿童期等生育全程服务示范区活动，推进民生 XIN

行动提质增效，积极稳妥推进儿童早期发展工作。2020 年全区婚

检对象 1648 人次，婚检率 90.34%；免费地贫筛查 1200 对，完成

率达 109.09%；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及召回率 99%以上；推进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 908 例，筛查率 98%以上；开展 2000 名新

生儿及 0-6 岁儿童遗传性耳聋基因免费筛查服务。促进生殖健康，

全年完成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 2100 例，完成妇女常见病筛查

工作 14800 例；全年叶酸发放服用人数 1501 人，发放 7110 瓶，

完成率达 100.07%；实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工

作，全年孕产妇孕期咨询率达 99.9%、检测率达 99.9%，梅毒感染

孕产妇治疗率 100%，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新生儿预防性治疗率

100%，乙肝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乙肝高效免疫球蛋白接种率达

100%。

5.深化爱国卫生运动

积极开展卫生乡镇、卫生村创建工作。部署开展爱国卫生月、

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和爱国卫生除四害工作。定期采购灭四害

药物，2020 年采购药物共计 21.89 万元，开展灭四害及病媒生物

应急消杀共计 2 次。强化农村户厕改造工作。全区 2020 年三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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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池新建改造任务 50 户，其中张坂镇 35 户、百崎乡 15 户，50

户已完工 50 户，完成率 100%。

6、推进职业健康法制化治理

加强对矿山、化工、建材、石材等行业领域尘毒危害和放射

诊疗机构的监督法检查，落实尘肺病攻坚行动总结评估，大力推

进职业健康知识“五进活动”，实现职业健康教育全覆盖，大力推进

健康企业创建，提高全区职业病防治水平。

二、绩效指标分析

评价工作组经过多次的调研与分析，根据卫生专项资金实际

情况与特点，形成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四个一级

指标：项目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权重分别占 10 分、18 分、

48 分和 24 分。并在此基础上设置细化为 28 个二级指标，48 个三

级指标。

根据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提供的相关材料，经评价工

作组核实，2020 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得分

为 88.77 分（详见附件 1），评价等级为优。其中四个一级指标：

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分别得 8 分、13.56 分、47.21 分和 20

分。

（一）在投入指标中，该专项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项

目安排较为合理，资金预算安排合法合规。但预算绩效设置不够

科学合理，被扣 2 分，得 8 分。

（二）在过程指标中，预算管理制度基本健全，预决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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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基础信息完善，但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专项缺乏整

体预算资金管理办法，部分子项目出现资金使用不达标和专项核

算不规范问题，被扣 4.44 分，得 13.56 分。

（三）在产出指标中，二级指标产出数量和质量完成情况较

好，但部分指标未达预期目标，扣 0.79，得 47.21 分。

（四）在效益指标中，社会效益与群众满意度得分情况佳，

但可持续效益部分指标未达预期目标，被扣 4 分，得 20 分。

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0 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按计划完成各项工作，

实现了较好的绩效目标，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以下

几个问题：

（一）资金使用率有待提高

2020 年实际到位资金 2318.35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为 1784.8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76.99%。经与区民生保障局和区财政局调查

核实，原因系部分子项目资金系 2021 年公共卫生奖励资金，留待

明年 3 月份左右发放；部分子项目系由于前期未做精准测算，造

成资金结余，如 2020 年共拨付无偿献血相关经费 43 万元，实际

使用 13.78 万元，使用率 32.05%；另外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产前筛查项目经费”等 2 个项目安排了预算，但均未使用。

（二）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制定绩效目标，整体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

不够科学、不够合理，如项目目标申报表中 13 个“三级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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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1 个没有指标名称，指标解释也是出现多个数据，后期无法衡

量；又如效益指标中设置了“预防性见健康体检”指标目标值为

“提高我区卫生从业者免费提供预防性健康体检”,后期也无法

衡量。

（三）资金管理有待加强

该专项由 28 个子项目组成，部分子项目系专项资金，如公共

卫生服务配套经费等。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未制定整体专项资

金管理规定，未规定使用范围和金额标准；部分子项目虽然制定

了具体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资金管理方面有待提高，资金使用

有待进一步规范，如 4 家乡镇卫生院均不同程度的存在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实际资金支出率不达标的现象，其中百崎乡卫生院还存

在专项核算不规范的问题。

（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质量有待提高

除百崎乡卫生院外，3 家乡镇卫生院抽查处方发现抗菌药物二

联处方高于 20%，超过 15%补助标准。

4 家乡镇卫生院健康档案动态管理率低；除百崎乡卫生院外，

其余乡镇卫生院老年人体检完成情况均不理想（大部分老年人健

康体检缺少腹部 B 超项目）；4 家乡镇卫生院均不同程度存在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儿童健康管理和孕产妇健康管理工作

不够规范的问题。

2020 年全区乡村医生人数为 146 人，比 2019 年还减少 25 人，

人均医师配备比 0.64 人/千人，未达到省级标准；全区人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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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系数 2.39，也低于国家标准。

（五）项目监管有待加强

根据评价组与该项目工作人员及相关实施单位管理人员的访

谈情况，了解到项目经办人员按照合法合规的原则执行项目资金

拨付和项目管理，但部分子项目未制定专门的业务管理制度，未

有相应的工作方案，由各子项目负责单位自行组织管理；部分具

体项目资料较为松散，无专门系统完整的项目管理档案，专项监

督检查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建议

为了更好地做好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

合理安排财政年度预算，防范各种操作风险，提高项目实施的社

会效益，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结合已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留存项目结余资金

该项目 2020 年结余 533.55 万元，由于明年会继续延续项目，

所以建议留存项目结余资金，在拨付明年项目专项预算时，予以

扣除。

(二)进一步完善绩效目标体系

科学设计衡量项目的绩效目标体系，必须围绕资金的支出方

向、范围和成效等方面，重点在产出与效益方面进行科学、合理、

平衡、全面的指标设计，设计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科学。

绩效目标应细化，尽可能采用定量表述；确实不能以量化形式表



2020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15

述的，再采用定性的分级分档形式表述。并且有数据支撑的绩效

指标，增强绩效目标的可操作性。

（三）进一步提高资金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提高资金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是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的根本保证，应进一步强化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的预算

观念，明确其预算职责，在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共同参与的基础

上，广泛收集专项资金的基础资料，为专项资金申请提供公开公

平的市场信息和数据支撑，凭借专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对专项资金

规模的需求做出合理、准确性的预测，避免出现年初预算安排资

金与年度预算使用资金的较大偏差。考虑到某些子项目需要跨年

度执行，如公卫专项考核奖励一般在第二年 3 月份，在提出资金

需求时，应分阶段分期分额，避免占用财政年度预算资金，造成

不必要的资金结余。

（四）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实施意见与管理办法

开展市场专项需求调研与分析，建立健全项目绩效管理机制。

制定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使用范围，

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的计划性；加强部门财务与业务工作的紧密衔

接，做好项目可行性、投入资源等事前评估工作，明确项目绩效

目标,精准编制预算，建立项目预算实施方案，充分做好对项目申

报工作的部署，优化项目申报与落实程序。

（五）加强村医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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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一体化管理，乡镇卫生院加

强对辖区村卫生所技术指导、业务和药品器械供应管理以及绩效

考核，建立培训进修制度，有计划地安排村医进行培养培训，选

派村医到乡镇、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或相关学校进行培训，提升乡

村医生服务能力。同时探索乡村医生培养政策，为村医队伍补充

“新鲜血液”。

（六）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增加人员编制，放弃“地方保护主义”，拓宽优秀人才来源

渠道，鼓励和支持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工作，鼓励和引导

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不断充实公共卫生人

才队伍。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满足员工的职业晋升需求，肯

定员工价值，不断为人才提供发展空间。

（七）增强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增强项目实施主体的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建立健全项目跟踪管理制度，促进项目实施过程跟踪管理，充分

结合预算绩效管理，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和考核标准和指标要求，

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定期开展

检查和稽查，加强督促各项目责任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早

发挥效益。

加强具体项目的内部成本控制，精细化财务核算，完善项目

手续台账，项目资料及时整理归档，便于后期绩效审核和资金监

管，确保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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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要分析原因，按照严格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

政策调整进行挂钩，及时纠错纠编，提高资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问责工作，落实对绩效目标完成

不好或者违规使用经费的惩处措施，加大惩处力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报告仅供开展“2020 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相关工作使用，不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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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0 年度泉州台商投资区卫生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说明

项目投入

管理

（10 分）

项目决策

（5 分）

立项申报（3 分）

①申报程序是否合规；②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和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③是否符合部门年度工作计划；④是否符合申报条件；⑤申

报、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⑥项目调整是否履行相应手续。

一项不符合扣 0.5 分。

3

经核实，该专项立项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列入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申报依

据充分、程序规范，项目安排较

为合理，项目预算调整有申报、

审核，手续齐全。未发现任何违

规问题。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

标得 3分。

目标设置（2 分）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晰、

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一项不符合扣 1分。
0

经查，项目目标申报表中 13 个

“三级指标”中，有 11 个没有

指标名称，指标解释也是出现多

个数据，后期无法衡量。根据评

分标准，该项指标扣 2分，得 0

分。

资金安排

（5 分）

资金支出计划

（3 分）

①预算安排文件和服务项目资金测算文件是否齐全；②是否制定合理的

资金拨付计划和拨付办法；③是否明确资金拨付方式和拨付周期。一项

不符合扣 1分。

3

经查，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和资

金测算文件齐全，有明确的资金

拨付计划和拨付方法。根据评分

标准，该项得分 3分。

补助资金落实

（2 分）

人均补助经费达到国家或省市规定标准得满分，否则按照（本区补助经

费标准/省市补助经费标准）×2 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人均补助

经费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74 元。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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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过程

管理（18

分）

管理制度

（6 分）

业务管理制度

（2 分）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

合规、完整。一项不符合扣 1分。业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的，可酌情扣

分。

2

经查，该项项目实施方案、实施

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办法健全，

合法合规完整。根据评分标准，

该项指标得 2分。

财务管理制度

（2 分）

①是否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

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一项不符合扣 1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够健全

的，可酌情扣分。

1.5

经查，专项由 28 个子项目组成，

多数子项目均有专门的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各子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

规定。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

酌情扣 0.5 分，得 1.5 分。

管理制度有效性

（2 分）

①相关人员是否熟悉并遵循相应的管理制度；②是否能按照相应管理制

度有效执行。制度执行出现问题的，1 个问题扣 0.5 分，扣完为止。
0

经查，4 家乡镇卫生院均不同程

度存在公卫实际资金支出不达

标的情况，其中百崎乡卫生院还

存在专项核算不规范问题。同时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在公卫

制度执行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扣 2

分，得 0 分。

资金管理

（8 分）

资金到位率

（2 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的资金额/项目应到位资金总额，按资金到位率×

2 得分。
1.98

2020 年卫生专项预算 2339 万

元，实际到位 2318.35 万元，资

金到位率 99.16%。根据评分标

准，该项得 1.98 分。

资金拨付及时性

（2 分）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拨付方式和拨付周期，资金足额及时到

位，得满分，否则每延迟一个月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经查，项目资金按照规定的拨付方

式和拨付周期进行拨付资金足额及

时到位。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

标，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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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率

（4 分）

资金使用率=实际支出的资金额/项目到位资金总额，按资金使用率×4

得分。
3.08

2020 年实际到位资金 2318 万

元，实际支出金额为 1785 万元，

结余 533 万元，结余率 22.99%。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3.08 分。

会计信息管理

（4 分）

信息规范性

（2 分）
项目相关的会计核算完全规范得 2分，基本规范得 1 分，不规范得 0分。 1

经查，项目会计核算基本规范，

百崎乡卫生院存在专项核算不

规范问题。根据评分标准，该项

指标得 1 分。

信息完整性

（2 分）

项目会计核算相关资料完整得 2分，基本完整得 1分，没有相关核算资

料得 0分。
2

经查，项目会计核算资料完整，

未发现问题。根据评分标准，该

项指标得 2分。

项目产出

（48 分）

居民健康档案管

理（2分）

健康档案建档率（2

分）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0%，得 2分；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0%：得分=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0%×2 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建档 23.28 万

份，建档率 90.8%。根据评分标

准，该项指标，得 2分。

预防接种

（2 分）

疫苗接种率

（2 分）

疫苗接种率≥90%，得 2分；

疫苗接种率<90%,本项不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各接种点

为辖区内适龄儿童接种乙肝等

12种免疫规划疫苗64568针次，

疫苗接种率均达 90.0%以上。根

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分。

健康教育（2 分）
健康教育场次

（2 分）

各镇平均全年至少 12 场次，得 2分；未达到的，按照实际教育场次/48*2

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每个乡镇均开

展健康教育讲座，全区全年共

开展 48 场健康教育讲。

儿童健康管理

（2 分）

新生儿访视率

(2 分)

抽查的新生儿访视率≥90%，得 1分；

抽查的新生儿访视率＜90%：得分=抽查的新生儿访视率 90%×1 分；
1.88

经核实，2020 年全区新生儿访

视数 2423 人，新生儿访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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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

标得 1.88 分。

儿童健康管理率

（2 分）

儿童健康管理率≥90%，得 1分;

系统管理率<90%，得分=儿童健康管理率/90%×1 分；
1.93

经核实，2020 年儿童健康管理

数26425人，健康管理率87.0%。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1.88 分。

孕产妇健康管理

（4 分）

早孕建册率

（2 分）

早孕建册率≥90%，得 2分；

早孕建册率＜90%：得分=孕产妇健康管理率/90%×2 分。
1.51

经核实，2020 年全区早孕建册

数 1952 人，早孕建册率 68.1%。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1.51 分。

产后访视率

（2 分）

抽查的产后访视率≥90%，得 2分；

抽查的产后访视率＜90%：得分=抽查的产后访视率/90%×2 分-(不真实

档案数×0.5 分）。

有 4份以上不真实档案，本项为 0分。

1.89

经核实，2020 年产后访视人数

2436 人，产后访视率 85.0%。根

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1.89

分。

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健康管理（2

分）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2 分）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70%，得 2分；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70%，得分=老年人健康管理率/70%×2 分。

不能提供辖区各基层医疗机构年内辖区内 6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数，本

项为 0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共有 65 岁

以上老年人 22275 人，开展老年

人健康体检人数 16605 人，健康

管理率 74.5%。根据评分标准，

该项指标得 2分。

高血压患者健康

管理

（2 分）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

理率（2 分）

抽查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65%，得 2分；

抽查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65%：得分=抽查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

率/65%×2 分

有 4份及以上不真实档案，本项为 0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已纳入管

理高血压患者数 14385 人，规

范管理人数 9469 人，规范管理

率 65.8%。根据评分标准，该项

指标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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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患者

健康管理

（2 分）

糖尿病患者规范管

理率（2 分）

抽查的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65%，得 2分；

抽查的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65%：得分=抽查的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

率/60%×2 分。

有 4份及以上不真实档案，本项为 0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已纳入管

理糖尿病患者数 5421 人，规范

管理人数 3551 人，规范管理率

65.5%。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

标得 2分。

重性精神疾病

（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管理（2

分）

重性精神疾病（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

规范管理率

（2 分）

抽查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率≥80%，得 2分；

抽查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率＜80%：得分=抽查的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规范管理率/80%×2 分。

2

经核实，2020 年登记在册的确

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 1208

人，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管理的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数 1153 人，规

范管理率 95.4%。根据评分标

准，该项指标得 2分。

结核病患者健康

管理（2 分）

结核病患者健康管

理率（2 分）

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率≥90%，得 2分；

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率＜90%：得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率/90%×2 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发现活动

性肺结核任务完成率 100%。根

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分。

中医药健康管理

服务（4 分）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

管理服务率

（2 分）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65%，得 2分。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65%：得分=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率/65%×2 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开展 65 岁

以上老年人中 医药健康管理服

务 15429 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73.1%。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

标得 2分。

0-36 个月儿童中医

药健康管理服务率

（2 分）

0-36 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65%，得 2 分。

0-36 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65%：得分=0-36 个月儿童中医

药健康管理服务率/65%×2 分

2

经核实，2020 年开展 0-36 个月

儿童按照月龄接受中医药健康

管理服务 7156 人，中医药健康

管理率 69.7%。根据评分标准，

该项指标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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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

和处置服务（4

分）

传染病疫情报告率

（2 分）

传染病疫情报告率=100%，得 2分；

100%>传染病疫情报告率≥95%，得 1分

传染病疫情报告率＜95%，得 0分。

2

经核实，2020 年截止 11 月底，

全区报告法定甲乙丙类传染病

732 例，报告发病率 311.58/10

万，未报告甲类和乙类参照甲类

管理的传染病，传染病疫情报告

率 10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率（2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100%，得 2分；

10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95%，得 1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95%，得 0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及时处理

疫情预警信息 13 条，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率 100%。

卫生计生监督协

管服务（2 分）

开展卫生计生监督

协管巡查次数

（2分）

每季度至少巡查 1次，得 2 分；未达到的，按照全年巡查次数/4*2 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每个乡镇每季

度均开展巡查，全区全年共巡查

16 次。

村卫生所一体化

达标情况

村卫生所一体化

达标率（2分）

村卫生所一体化达标率达到 100%，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达标率*2 得

分；低于 80%的，不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 87 个村卫

生所均实现了一体化，达标率

100%。

农村户厕改造情

况

农村户厕改造率（2

分）

改造率达到 100%，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改造率*2 得分；低于 80%的，

不得分。
2

经核实，全区 2020 年三格化粪

池新建改造任务 50 户，其中张

坂镇 35 户、百崎乡 15 户，50

户已完工 50 户，完成率 100%。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

分。

区献血任务完成

情况

区献血任务完成率

（2 分）

完成率达到 100%，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率*2 得分；低于 80%的，

不得分。
2

经核实，全区 2020 年献血累计

完成 2073.99 单位，超额完成预

定任务 1981 单位。根据评分标

准，该项指标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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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常见病筛查

情况

妇女常见病筛查任

务完成率（2 分）

筛查任务完成率达到 90%以上的，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筛查率/90%*2

得分；低于 60%的，不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为辖区 600

名适龄妇女免费提供宫颈癌、乳

腺癌筛查，完成率 100%。根据

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分。

床位补助情况 床位补助率（2分）
补助率达到 100%，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补助率*2 得分；低于 80%的，

不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补助弘润

医院核定 100 张床位，补助率

100%。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

得 2分。

基本药物零差率

补助情况

基本药物零差率补

助乡镇覆盖率

（2分）

补助率达到 100%，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补助率*2 得分；低于 50%的，

不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基本药物

零差率补助全部 4 个乡镇卫生

院。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 分。

常住人口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2

分）

常住人口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覆盖率

（2 分）

常住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100%，得 2 分；

100%>常住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95%，得 1分

常住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95%，得 0 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覆盖所有常住人口。根

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分。

社 会 效 益

（10 分）

婴儿死亡率

（2分）

婴儿死亡率≤全国平均水平 7‰，得 2 分；婴儿死亡率≥全国平均水平

7‰，不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婴儿死亡

率为 1.91‰，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 分。

孕产妇死亡率

（2分）

孕产妇死亡率≤全国平均水平 16/10 万，得 2分；孕产妇死亡率≥全国

平均水平 16/10 万，不得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孕产妇死

亡率为 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

分。

高血压发病率

（2 分）

以 2019 年全区发病率为基准，持平或减少的者得 2 分；每增加

3%，扣 1 分，扣完 2分为止。
2

经核实，2019 年全区高血压发

病 率 为 5.51% ， 2020 年 为

5.53%，基本持平。根据评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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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

（24 分）

准，该项指标得 2分。

高血糖发病率

（2 分）

以 2019 年全区发病率为基准，持平或减少的得 2分；每增加 3%，

扣 1 分，扣完 2 分为止。
2

经核实，2019 年全区高血糖发

病率为1.98%，2020年为1.99%，

增长 0.1%。根据评分标准，该

项指标得 2分。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

数量（2 分）

以 2019 年全区数量为基准，持平或增加的得 2 分；每减少 1000

人，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经核实，2019 年全区 65 周岁以

上老年人数量为 22188 人，2020

年 22274 人，增长 0.39%。根据

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分。

可持续效益

（11 分）

公共卫生服务

知晓率（2 分）

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市级考核标准 70%,得 2 分；

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市级考核标准 70%，得分=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

/70%×2 分。

2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公共卫生

服务知晓率为 91%，超过实际考

核标准。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

标得 2分。

健康素养水平（2

分）

健康素养水平≥12%,得 2 分；

健康素养水平<12%，得分=健康素养水平/12%×2 分
2

经核实，2020 年泉州市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为 19.03%,台商区

为 20%。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

标得 2分。

村卫生所千人均医

师配备情况（2分）
达到 1人以上的，得 2分；1 人以下的，不得分。 0

经查，2020 年全区总人口 22.8

万人，乡村医生人数为 146 人，

人均医师配备比 0.64 人/千人。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不得分。

区千人床位数

（2分）
区千人床位数达到省级核定标准的，得 2分；未达到的，不得分。 0

经查，2020 年全区千人床位数

为 2.93，低于国家标准 6。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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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该项不得分。

全市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考核情况

（3分）

以 2019 年成绩为基准，进步或者持平得 3 分，每后退一名扣 1

分，扣完 3 分为止。
3

经核实，2020 年全区基本公共

卫生省级排名第三，比 2019 年

进步。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

得 3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3 分）

居民、患者综合满

意度（3 分）

综合满意度≥95%,得 3 分；

综合满意度<95%，得分=综合满意度/95%×3 分。
3

经核实，2020 年委托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进行

2020 年泉州台商投资区公立医

疗单位满意度调查。电信通过电

话调查，抽取了 5029 个样本，

满意度为 98.11%。根据评分标

准，该项指标得 3分。

总权重、评价总分 （S） 88.77

评价等级 √优秀（S≧85） □良好（85﹥S≧75） □合格（75﹥S≧60） □不合格（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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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开展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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