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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楚雄州是云南省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截止 2018 年
底，全州常住人口 274.80 万人中，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 43.83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15.95%。近年来，楚雄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日趋严
重的形势，针对老年人对生活照料需求和健康服务需求相叠加趋势
越来越明显的实际，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有效
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健康养老需求。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楚雄州有
医疗卫生机构 1756 个，其中：医院 78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640
所。目前，全州有各类养老设施 328 个，可提供养老床位 13619 张，
平均每千名老年人有床位 30.8 张。其中：城市公办养老机构 19 个，
提供床位 2972 张；农村敬老院 102 个，提供床位 6090 张；城乡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 192 个，提供床位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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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办养老机构 15 个，提供床位 1937 张。总体看，全州养老设
施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和质量明显提高，基本保障能满足需求，全
州养老服务工作水平位居全省第五位，基本与全州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
一、目前医养结合融合度还处在较低层次，表现出来的问题有三
个方面
一是现有养老机构尚无力开设医疗机构。调研发现，目前多数
养老机构，尤其是农村养老机构医养结合主要是依靠与当地医疗机
构签订服务合同来解决，养老机构自身无力开设医疗机构的主要原
因有：公办养老机构在农村范围的，主要是敬老院来承担农村养老
问题，这些机构在建筑设计上主要突出养老功能，没有专门为开设
医疗机构预留了空间，医疗机构与其签约后，养老机构按医疗机构
设置标准开设医疗服务点医疗保障能力水平一般都不高，药品储备
十分有限。而民办养老机构，由于养老行业目前属于微利行业，投
资人难再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建设医疗服务机构，加之受当地医疗自
有资源有限的（主要是缺少医师、护士）限制等多种因素影响，医
疗机构签约后难以为养老机构提供优质服务。二是老年失能、半失
患者长期护理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目前存在着失能和半失能
老人底数不清，界定失能半失能老人政策标准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同时入住医养机构的失能、半失能老龄患者，护理服务价格标准怎
样定、能否进入医保范围，还是走商业保险服务的方式尚没有明确
等等，因此使得医疗机构在现有条件应许的情况下，开设医养结合
床位、建设康复中心、安宁中心的积极性不高；在民办开办的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中，失能、半失能老龄患者服务收费都相对比较高，
尤其是对于农村，超出农村老年群体的承受能力，所以就目前来看，
失能、半失能老龄人的康复、护理、临终关怀绝大部分都由患者家
庭自己负担来完成。 三是医养结合中的时常护理人才短缺，服务质
量不高问题明显。从我州大多数养老机构看，时常护理人员严重不
足，而且，在养老机构中从事护理工作人员多数为 40-50 多岁来自农
村的中年人，上岗前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大部分缺乏基础护理知
识、经验和技能，而且养老机构中的护理人员普遍工资待遇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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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现，此行业时常护理人员流失率基本在 25%左右。
二、医养有效结合供给不平衡有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床位总数不足和空置率高的问题并存。就楚雄州来说，至
2020 年，全州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将达 45 万人左右，需养老床位 15700
张，目前只能提供养老床位 13519 张，床位总数仍然不足。另一方
面，我州 50%的养老床位集中在农村敬老院，基础设施薄弱，功能
不健全，所提供的服务还停留在对特困老人养老兜底的保障层面，
全州特困对象集中供养为 2288 人，床位空置率高达 60%。 二是社
区医养结合服务功能严重不足。据民政部门资料显示，楚雄州已规
划建设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含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192 个，但这些设施建成后普遍长期闲置，
不能为高龄、空巢、独居和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更无力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心理慰藉、健康知识宣传等有益身
体健康的服务。原因多方面：如无人、无资金经营，社区养老服务
的标准、规则还没有明细，社区养老服务属于营利还是非盈利等，
因此难吸引到社会劳动力进入社区养老服务领域。三是居家医养结
合落实到位还需努力。目前存在需要医养结合居家的老人底数不清，
医疗机构如何与需要医疗服务的居家老人的对接，居家医养服务的
要求和标准如何确定还没有一个必要的业务指引，落细落实的大量
基础工作还没有开展 。四是对社会资本进入老年人长期护理医院、
康复医院、临终关怀行业等引导和扶持政策有待明确化具体化。对
老龄人复杂疾病康复的重视，以及将康复服务需求如何与市场、与
社会资本结合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没有比较明确的具体政策
引导社会办医资本向医养结合领域的补充或延伸。五是医养结合缺
乏高科技引领，缺乏先进的养老理念。对高品质养老机构的培育打
造的氛围还远远没有形成，对养老机构中如何体现舒适感、幸福感、
满足感等人文理念缺乏要求和标准，还没有一批康养机构与医养深
度融合的典范。六是医养结合信息化系统建设还不健全。老年人的
健康和养老信息共享、深度开发和合理利用还不够完善全面。县、
乡、村医疗机构中就诊人数 60 岁患者老龄人数及所占比重和住院人
数中 60 岁患病老龄人数和所占比重在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中无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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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统计汇总比较困难，对老龄事业发展政策的指导缺乏有力的切
实可行的数据依据。七是政策衔接和部门间的协作没有形成合力。
政策层面存在多头并进，各自为政情况比较突出，各种关于老龄健
康问题的概念或提法层出不穷，如：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康养产
业、健康产业、大健康产业、医养产业等等，已形成的相关政策、
措施交织在康养产业、健康产业、大健康产业、健康促进、健康中
国行等之中，实际推进没有形成合力，部门之间关于老龄健康政策
联动和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完善，各部门政策相互衔接、互为支
（楚雄州卫生健康委 马 麟 段海茜）
撑不够。

楚雄州卫生健康系统“四举措”为民服务解难题
楚雄州卫生健康系统聚焦主题主线，结合调查研究、检视查摆，
形成问题清单，狠抓整改落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立足医疗
卫生行业实际，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最忧最急最盼的问题。一是“五
大中心”布局织密护佑生命之网。着力提升急危重症病例诊疗能力和
水平，先后成立了楚雄州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和危重儿童（新生儿）救治中心，形成了中心平台和
县市医院协同联动的医疗救治模式，实现了州县乡无缝对接，全天
候为患者开通“生命通道”。积极推进远程医疗建设，构建以州人民医
院为核心，
辐射全州 10 县市人民医院的医院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
尤其是胸痛中心联盟建设明显提升了基层急危重症救治能力，截止
目前，
共完成云心电网络诊断 528316 人次，救治急性胸痛患者达 6362
例，其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3008 例，州人民医院急性心梗平均住院
日缩短至 8 天以内，死亡率由过去的 10%降至 1.5%以下。州人民医
院胸痛中心（标准版）和 9 个县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基层版）通
过国家认证授牌，成为全省认证覆盖率最高的州市，一张护佑人民
群众的生命之网已然织就。二是健康楚雄行动光大“彝医”特色品牌。
主题教育期间，时逢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成为了中彝医人当前最热烈的话题。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趋向共识，不断提升全州彝医药整体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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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推动彝医药走向广阔天地。按照州委“1133”发展战略部署，奋力
打造展现彝医药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和平台，打造彝医药特色世界
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中国•楚雄彝医药康养示范园”业已建成，
彝医药瑰宝有了展示的平台，老百姓有了更多养生保健独特服务和
多样选择。加快推进中彝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不断提升院内制剂
研发能力，投资近 4000 万元的中彝医药制剂研发中心，投资近 5000
万元的中国彝医药博览馆加快完工，延长彝医药产业链，助推大健
康产业发展，对外开放走出州门、省门、国门。州中医医院率先创
立治未病中心，设立产科门诊、肿瘤内科，开展四维彩超检查服务，
不断补齐短板、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努力打造“彝医”特色品牌。截止
目前，5 个县已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向着“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州”的目标越来越近。三是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全民
健康短板。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着力解决全州医疗资
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坚持政策向
基层倾斜、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共积极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申报政
府专项债券项目 16 个，资金 15.99 亿元；大姚县自筹 3100 万元配齐
大姚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积极向省卫生健康委申请招采 32 个乡镇
卫生院影像设备，解决基层“照像难”问题；协调解决深度贫困地区武
定县发窝乡中心卫生院无救护车问题；争取资金 900 万元，提升武
定县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到目前为止，全州所有县级医院和 112 个乡
镇卫生院的业务用房已经达到贫困退出巩固提升基本标准，104 个乡
镇卫生院基本设备已经达到巩固提升基本标准，剩余 8 个中心卫生
院本月设备配备后即可达标。全州村卫生室人员不达标的 2 个卫生
室已完成整改，业务用房不达标的 2 个卫生室已选址新建。四是办
好民生实事坚守群众立场。常排队、排长队，反复跑、多次跑的看
病烦问题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痛点”，候诊、缴费、取药时间长，问诊、
检查时间短的“三长两短”问题直接影响着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满意
度。针对群众热点诉求，州卫生健康委立足“改善医患关系、提升患
者满意度”出发点，积极探索新思路、努力办好一件件“小事”。州人
民医院开通门诊患者线下及线上自助服务，实施门诊诊疗、检查、
检验分时段预约，针对患者反映超声检查预约时间过长的问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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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夜间和休息日检查时间段，大大缩短了患者预约等候时间；积极
倡导人性化服务，在三个院区门诊设立母婴室；投入 30 多万元，提
升改造新区供热系统，解决新区住院部高层病房长期没有热水的难
题。州中医医院开通网络门诊预约、挂号缴费“一条龙”服务；在门诊
大厅设立便民服务点，提供信息咨询、速取胶片报告、免费提供轮
椅、茶水、小推车等服务；在门诊候诊大厅增设电子图书馆，让广
大患者家属在等候过程中扫码就能看书学习；功能科、影像科均在
实行合理预约分诊的基础上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长期开放 7 间检
查室，24 小时开放绿色通道，CT 检查室开展 24 小时接诊，磁共振
检查室常态化加班检查。州第二人民医院开通全州心理援助热线面
向群众提供咨询服务；州疾控中心对门诊接种室进行提升改造；州
妇幼保健院推出微信公众号，提供网上预约、挂号、缴费等多元化
服务，在诊疗活动中积极开展“微笑服务、温暖他人”活动；州中心血
站将无偿献血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结合，积极组织开展创文无偿
献血志愿活动，确保彝州血液安全和用血需要。
（楚雄州卫生健康委 苏知成）

【简讯】
◆12 月 17 日，由民云南省委、民进楚雄州委、云南省大健康文
创中心共同组织的“同心聚力 健康扶贫” 何晓光专家、熊鹰专家基层
工作站在楚雄姚安县人民医院正式设立。
（姚安县卫生健康局）
◆12 月 27 日，中国心血管健康大会在苏州召开，楚雄州胸痛中
心联盟获得“胸痛中心模范地级市联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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