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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的通知 

国卫办老龄函〔2020〕97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 

为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持续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决定组织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医养结合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以老年

人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量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职责分

工，着力解决影响医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突出问题，为老年人提供

安全、规范、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主要目标 

到 2021 年底，医养结合服务相关制度、标准、规范初步建立，医养结合机

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得到提升。 

到 2022 年底，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基本建立，医养结合机构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三、重点内容 

（一）全面开展医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检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开展对各类医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检查，发现存在问题与不足，明

确整改方向和内容，推动医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提升。 

（二）规范开展医养结合机构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推动医养结合机构严格

落实各项医疗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标准，落实各项医疗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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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核心制度，根据相关要求配置科室、人员和设施设备，规范开展医养结合

机构医疗卫生服务。 

（三）落实完善医养结合机构服务和管理相关制度和标准。按照《医养结

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和《医养结合机构管理指南（试行）》等相关指南

加强服务管理。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完善医养结合相关服务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 

（四）加强医养结合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医养结合机构管理人员、医疗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护理员等人员队伍能力建设，加大培养培训力度。鼓励医护

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实施全国医养结合人才能力提

升培训项目，为医养结合机构管理和服务人员提供继续教育。 

（五）加强医养结合机构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技术支撑，完善全国医养

结合管理信息系统，继续开展医养结合监测工作。扩大国家老龄健康医养结合

远程协同服务试点，使老年人在医养结合机构即可获得远程诊疗指导、在线复

诊等服务。 

（六）加强医养结合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控工作。加强医养结

合机构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有关部署及工作规范、指

南，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切实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加强医养结合机构感

染管理和传染病防控工作，消除机构内交叉感染风险。 

四、工作安排 

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自 2020 年起开始实施，为期三年，每年按

照“全面自查—整改核查—总结提升”的程序开展工作。 

（一）全面自查。各省级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医药局牵头制定行动方案，明

确工作要求。根据行动方案，各市级会同所辖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辖区

内所有医养结合机构认真开展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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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改核查。各医养结合机构要结合自查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整

改，可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明确整改方案及期限。各

医养结合机构填写《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自查整改表》（见附件 1），向当地

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自查及整改情况。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在机构

自查整改基础上，指导所辖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医养结合机构进行核查，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指导、督促整改。对存在违法违纪违规的机构，依法依

纪依规处置。 

（三）总结提升。各省级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医药局要适时开展随机实地抽

查，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形成本地区总结报告，并填写《医养结合

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汇总表》（见附件 2），于每年 10 月底前报送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组织专家开展抽查评估，每年抽查评估内容将有所

侧重。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医药主管部门要

高度重视，将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作为年度重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

加强工作保障，落实各项任务，确保取得实效。将医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服务

质量管理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范畴，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和规范执行，确保医

疗卫生服务质量安全。 

（二）全面排查，整改提高。各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本地区医养结

合机构进行逐一核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并督促整改。自查和整改工作

坚持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对自查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要统一研究解决。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请各省级卫生健康委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前将今年

总结报告及汇总表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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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成果，宣传推广。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认真总结行动中发

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加大宣传推广，有关情况请及时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联系人：王红旗、曹群 

联系电话：010—62030764、62030676 

电子邮箱：caoqun@nhc.gov.cn 

国家中医药局医政司联系人：柯晓霞、薛静怡 

联系电话：010—59957767、59957815 

电子邮箱：yizhengsizonghechu@satcm.gov.cn 

 

附件： 1.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自查整改表 

2.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汇总表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 日 

（资料链接） 

http://www.nhc.gov.cn/lljks/zcwj2/202012/e0566a46c0524e37b67edef06eb0256e.shtml 

 

http://www.nhc.gov.cn/lljks/zcwj2/202012/e0566a46c0524e37b67edef06eb0256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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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自查整改表 

______省（区、市）  市（区）_____县（市、区）     填报单位(签章)：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      填报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医养结合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医疗床位数量：               家庭病床数量： 上年度医疗床位数量：           家庭病床数量： 

医养结合机构中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医疗机构类型： 

□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含康复医院）  □护理院  □中医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其他（请注明）：________ 

医疗机构注册类型： □公立机构  □非公立机构 

医疗机构等级：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  □未定级 

纳入医保情况： □纳入  □未纳入 

医养结合机构中养老机构基本情况 

养老机构类别： □养老院（敬老院）  □日间照料中心（含养老驿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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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经营方式： □公办公营  □公建民营  □民办民营  □其他（请注明）________ 

序号 自 查 内 容 自查情况 整改情况 

一、落实医养结合机构基本要求 

1 医疗机构具有相应资质。   

2 

医疗机构科室设置、人员配备、设施设备配备、药品配备，根据医疗机构的类型相应地符合各类医疗机构的

基本标准。 

  

3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定和需求配备，具有相应执业资格，并在执业范围内执业。   

4 

建筑设计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等要求。进行适老化改造，有关设施

设备符合适老化要求。 

  

二、落实医养结合机构服务和管理相关制度 

5 

医疗卫生服务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强制性标准，落实各项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核心制度，制

定相适应的人员管理、服务标准和管理规范，确保医疗卫生安全。 

  

6 

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医院感染控制行业标准要求，加强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作。开展中医医疗

技术符合《中医医疗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试行）》要求。设专人负责院内感染控制，落实院内

感染防控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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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药品购置、存放、调剂、应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规定。   

8 

建立完善的医疗仪器设备操作规程、维修保养制度，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定期维修保养、自检并做好

记录。 

  

9 

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体系和风险防范制度，对安全隐患进行防范。建立突发事件处理的应急预案，对跌倒、

坠床、噎食、误吸、烫伤、食物中毒等事件，有明确的防范制度与措施以及应急处理流程和报告制度。 

  

10 

按照国家、行业标准，符合消防部门相关要求，配备消防设施设备，落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定期进行

安全生产检查，无重大火灾隐患。 

  

三、规范提供医养结合相关服务 

11 根据《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制定具体服务流程，建立医养联动机制。   

12 

定期举办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普及老年人健康科学知识。为老年人提供环境适应、情绪疏导、心理支持、

危机干预、情志调节等心理精神支持服务。 

  

13 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每年自行提供或安排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至少 1 次体检服务。   

14 参照已发布的临床路径和有关诊疗指南为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   

15 

参照《老年护理实践指南（试行）》提供护理服务。按照《常用康复治疗技术操作规范（2012 年版）》相关

要求提供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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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凭医师处方为老年人提供药物，为老年人出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专用处方和专用帐册的管理符合相关规

定。 

  

17 分区科学合理，院内医疗废物存放点与治疗区域隔开。   

18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中医病例书写基本规范》《中医处方格式及书写规

范》等要求规范书写、保存、使用病历，病历记录合格率为 100%，开具的医嘱、处方合格率不低于 95%。 

  

19 符合《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的要求。   

20 

对老年人开展噎食、食品药品误食、压疮、烫伤、坠床、跌倒、他伤和自伤、走失、文娱活动意外等方面的

安全风险评估，明确防范措施、应急处理流程和报告制度。有失智老年人的机构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21 符合医养结合服务有关标准、规范要求，服务衔接有序，严格按照医疗卫生机构出入院标准进行转换。   

22 老年人健康管理科学、规范，老年人Ⅱ度及以上压疮在院新发生率低于 5%。   

四、提高医养结合机构管理和服务人员能力 

23 定期开展医德医风、人文理念教育，树立以人为本、尊老爱老敬老的服务理念。   

24 

医务人员遵从《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医疗护理员等服务人员遵从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等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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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做好职称评定、专业技术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等工作。分级分类对专业技术人员及服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

训和安全常识培训。 

  

26 定期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三基三严”培训，“三基”考核人人达标。   

五、强化医养结合机构信息化建设 

27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医养结合机构内老年人信息互通共享和网络医疗，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控工作 

28 

严格执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控有关部署及工作规范、指南，建立防控预案，明确分工，压实责任。

开展对外诊疗服务的机构，完善门急诊预检分诊管理，加强发热门诊管理和感染防控，做好医务人员和入住

老年人的防护工作，消除机构内交叉感染风险。 

  

29 

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和《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控工作。 

  

30 

发现机构内有发热或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老年人或工作人员，立即报告并按相关要求做好处置工作。发现机

构内有其他传染病病人，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网络直报或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

并按规定做好疫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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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汇总表 

填报单位(签章)：___________省（区、市）卫生健康委 

填表人：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  填报日期：_______年___月___日 

 

序号 内 容 数 量 

一、医养结合机构（以下简称“机构”）情况 

1 辖区内机构数量  

2 辖区内机构医疗床位总数  

3 辖区内机构家庭病床总数  

4 开展自查的机构数量  

5 省级进行实地抽查的机构数量  

二、检查内容 
自查机构中 抽查机构中 

存在问题 已整改 存在问题 已整改 

1 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资质。   

  

2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相应执业资格，并

在执业范围内执业。 

  

  

3 落实各项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核心制度。   

  

4 药品购置、存放、调剂、应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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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明确专人负责院内感染控制，落实院内感

染防控各项措施。 

  

  

6 符合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要求。   

  

7 

老年人健康管理科学、规范，老年人Ⅱ度

及以上压疮在院新发生率低于 5%。 

  

  

8 

医嘱、处方合格率不低于 95%，病历记录

合格率为 100%。 

  

  

9 

符合医养结合服务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服务衔接有序，严格按照医疗卫生机构出

入院标准进行转换。 

  

  

10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控各项

要求，建立制度，压实责任。 

  

  

存在问题： 

一、基本要求方面 

二、制度落实方面 

三、开展服务方面 

四、机构管理和服务能力方面 

五、信息化建设方面 

六、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传染病疫情防控方面 



12 

 

整改情况： 

一、基本要求方面 

二、制度落实方面 

三、规范开展服务方面 

四、提高管理和服务能力方面 

五、强化信息化建设方面 

六、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传染病疫情防控方面 

 

 

注：数据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