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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加入国际健康城市联盟　Ｐ３１４

●如皋市建成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市　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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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全市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５１５个，其中，

公立医院５个，非营利性民营医院５９个，营利性民

营医院２个，以预防保健为主的医疗卫生机构２３

个，门诊部２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３６８个，个体诊

所、厂校医务室５６个。全市医院床位累计５２３２

张，拥有床位率达４．１５张／千人。全市医疗卫生机

构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５３４６人，卫技人员拥有率达

４．２４人／千人，其中乡村医生１０１５人。全市医疗

卫生单位中，具有高级职称者２７１人、中级职称者

１１０１人。全市卫生系统固定资产总值１１．０４亿

元，其中房屋建筑物５．０４亿元、专业设备４．５８亿

元。全年门（急）诊３３４．７万人次，开放总床日

１４６．８万床日，实际占用总床日１２９．１５万床日，病

床使用率８７．９７％。２０１２年，市卫生局牵头健康城

市建设工作，如皋市加入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市卫

生局获南通市卫生工作综合目标管理创新奖、卫生

监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医疗监管　年内，市卫生局规范医疗机构、人

员和技术准入管理，严格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年度

校验、换证，下发《关于加强手术分级管理的通知》，

加强手术分级管理。开展医疗广告专项整治，建立

医疗广告监测制度，全面掌握媒体发布医疗广告动

态，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８项次，责令限期整改３

户次，行政警告处罚２户次，同时以医疗广告为线

索，查处超范围执业案２起。加强医疗废物管理，

组织开展全市医疗废物管理专项整治，行政处罚违

法单位９０家。充分发挥哨点监测机构作用，组织

打击非法行医系列行动４次，出动卫生监督人员

１５０多人次，出动车辆８６台次，立案查处各类非法

行医案件１０２件，没收违法所得９９８４．８１元、药品

器械４２０（箱）件，罚款３６．１５８万元，向司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２件。

食品安全　年内，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加强食品

安全监管，健全分段监管网络体系，严格市场准入，

强化源头管理。全年未发生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

事故。以诚信体系建设为抓手，通过实施农产品质

量安全数字化管理、屠宰企业分级动态监测，建立

食品流通行业自律协会和开展餐饮诚信经营示范

单位创建活动等手段，强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法律

意识和诚信意识，建立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深

入开展肉类、乳制品、添加剂等重点产品、重点领域

专项整治，全年累计执法查处案件４００余起，其中，

配合市公安部门侦破制售地沟油、制售病死猪肉、

假酒等食品领域刑事案件１１起，４９名犯罪嫌疑人

受到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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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卫生监督所突出公共场所、学

校周边、二次供水等重点，对全市１９４０个监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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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日常监督９７５２次，覆盖率１００％。

年内，市卫生监督所组织开展各类专项整治

１５次，立案查处３９６件。餐具集中消毒与足浴整

治工作获南通市考核组好评，被列为南通市标杆示

范。全面推进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加大硬件投入，

为执法人员配备手提电脑、扫描仪、打印机等移动

执法工具，实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日常监管和投

诉举报等卫生监督４项基础功能网上运行，达到省

市县三级部门要求，相关工作信息量、工作量居南

通市六县（市、区）之首。在全省卫生应急比武活动

中，获个人单项二等奖。参与国家项目“医疗卫生

机构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指南”研究工作，独立完

成第七章“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卫生监督”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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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累计报告乙类、丙类传染病

１７种计３１０５例，传染病发病率２１４．１４人／１０万

人，未发生甲、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

年内，市疾病防控中心组织开展一类疫苗免费

接种工作，累计接种２１１２８５次，“五苗”覆盖率

９８．０７％。开展霍乱等肠道传染病防治工作，报告

腹泻病人１４２４８例，检索３７３５例。针对手足口病

疫情逐年上升趋势，全面落实各项综合防控措施。

认真实施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国家监测项目，采集咽

试纸３２０份、扁桃体标本１４０份。落实艾滋病防控

措施，累计检测１８８０人，发现阳性１０例。结核病

门诊初诊人数４５３１人，发现肺结核病人７０３例。

认真做好中盖结核病防治项目及全球基金耐多病

项目的病人发现和管理工作，承办的卫生部中盖结

核病项目被中国疾控中心评为卓越贡献奖、被省项

目组评为先进单位。为全市６８５名麻风存活病人

建立健康档案，接诊１５０多人次，累计报告麻风疑

似病人３８例，确诊２例。开展多回合钉螺普查工

作，普查应查环境３８８万平方米，完成１５００人血吸

虫病检测任务和９２名渔船民查病任务。累计发现

并报告疟疾病人３例。对全市医疗机构开展消毒

质量监测，同时对全市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水质监

测。开展职业卫生服务工作，监测放射装置使用单

位６９家，对１５家企业实施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累计监测公共场所２３９家次，检测健康相关产品

４３４份。组织６５岁以上居民及高血压、糖尿病人

体检建档及随访管理工作，累计体检建档１０１７４６７

份。加大实验室投入，实验室装备检测达到卫生部

规定Ａ类标准，顺利通过实验室计量认证和食品

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累计处置预警信息２０９起，参

与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２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７起、水污染事件３起、非法销售死猪肉事件４起。

在南通市组织的应急大比武活动中获团体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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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活产婴儿１２６１９人，早孕建

册率９７．４１％，产前健康管理率９９．３５％，产前筛查

率８４．８１％，产后访视率９８．７４％，出生缺陷发生率

４．３８‰，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苯丙酮

尿症筛查率９９．６０％，听力筛查率９９．３２％，无孕产

妇死亡。

年内，全市０～６岁儿童数６７５９４人，健康管理

率９９．６５％，新生儿访视率９９．４６％，０～６岁儿童

系统管理率 ９９．５０％，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４．７５‰，婴儿死亡率２．９３‰。市妇幼保健部门完

成农村妇女叶酸增补８７７３人、住院分娩补助７０１６

人。在全市６个镇开展以乳腺癌和宫颈癌为主的

“两癌”筛查工作，累计检查妇女１５０５２人，查出宫

颈癌、乳腺癌各７例，其他疾病２５０３例。推进“关

爱女性健康行动”，累计普查出妇女病患者１２．３５

万人，患病妇女均得到有效追踪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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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新农合筹资标准由人均２６０

元提高到３２０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２４０元，农民

个人缴费８０元。全市新农合参保１０９．１２万人，统

计参合率连续多年保持１００％。累计发放参合人

员门诊医药费用补助６２２１．９９万元。发放住院补

助９１３４１人次，补偿金额２３１９８．０２万元。发放慢

性病门诊补助２３１３人次，补偿金额３４４．９万元。

发放特殊病种补助３１５人，补偿金额１２８７．８万元。

市镇两级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比达７５．３８％，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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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补偿比达５１．９５％。全市新农合基金累计支

出３．３６亿元，基金使用率达９６．２％。

年内，市卫生局将重性精神病纳入门诊特殊慢

性病补助范围，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控制费用增长，

人均费用增长速度由去年的５％下降至１．５６％。

新增单病种结算病种１０个，累计达２０个，单病种

结算实际补偿率达７３％。不断完善卫生服务体

系，市人民医院门（急）诊病房楼二期工程、市中医

院门（急）诊楼工程投入使用，市公共卫生中心工程

完成桩基工程施工，进入土建环节。完成市中心商

务区新建医院规划方案，由军盛置业公司投资建

设。在原卫生所基础上拓展医疗服务功能，先期在

柴湾、东陈、丁堰、九华、长江、江安、搬经、磨头、桃

园９个镇卫生所基础上建设镇卫生院，正式投入运

行，状态良好。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全市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民营医院累计实际使用基本

药物１．８２亿元，全市一级医院总诊疗量２３７．３６万

人次，门诊人均费用８３．３７元，住院７．１１万人次，

人均住院费用３４３０元。累计考核发放基本药物补

助资金８２５４万元，实际减轻群众负担近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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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年内，市爱卫办制订出台《如皋市建设健

康城市“十二五”工作规划》，完成第一轮基线调查

工作。制订８类健康单元建设标准和评估指标，建

成健康社区８个、健康家庭９０个、健康学校５个、

健康企业５个、健康机关２０个、健康医院６个、健

康市场２个、健康宾馆３个、健康饭店３个。

年内，市爱卫办继续推进卫生镇村创建工作，

东陈、九华镇通过国家卫生镇省级考核和国家级暗

访。建成省级卫生村２８个，累计达１９６个，林梓、

郭园、高明、高新区（桃园镇）实现省卫生村全覆盖。

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完成改厕项目２．５万座，

代表南通市顺利通过全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终期考核。９月，如皋市正式加入国际健康城市

联盟。

【如皋市加入国际健康城市联盟】　９月，经国际健

康城市联盟秘书处审核通过，如皋市正式加入国际

健康城市联盟。全球加入国际健康城市联盟的国

家或地区的城市共１４１个。

１０月，市政府以新会员身份参加在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市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大会，

接受国际健康城市联盟秘书处颁发的证书。

食食食品品品药药药品品品监监监督督督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辖市食品药品

监督所，有干部职工４０人。２０１２年，如皋市获省

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县称号。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被表彰为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创

先争优活动群众满意服务窗口单位、南通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系统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年内，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严把餐饮服务许可关，累计上门指导

１２５８家次，发放餐饮服务许可证２８５份、无就餐场

所审查意见书１９份。在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

会、“一会二节”、高考等重大活动期间实行２４小时

驻点保障，累计承担全市性重要会议及各类活动保

障２５次，保障人数９万多人次。３月，联合市教育

局召开全市学校食堂管理工作暨创建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示范市学校专题动员大会，对８２家学校食

堂授予“餐饮诚信单位”匾牌。组织开展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专项大检查。４月，开展河豚、肉制品、放

心餐具等专项整治行动。７月，推动成立如皋市餐

饮行业协会，促进行业自律。８月，举行如皋市文

明餐桌行动推进大会暨文明餐桌行动志愿服务队

成立仪式，全市主城区８１５家餐饮服务单位张贴文

明就餐宣传标语，提高餐饮行业诚信服务水平。１１

月，帮助８１５家餐饮服务单位建立完善消毒制度、

索证索票制度和“五病”调离制度，以不失１分成绩

通过省级文明程度指数测评。１２月，组织开展全

市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包括学校、机关企事业和

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参培人员

达１００３６人次，全部取得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考核合格证。

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　年内，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累计实施监管 １１２７ 家次，监管率

１１３．７２％、覆盖率１００％。累计上报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报告６１５份、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报告１００

份。严格行政许可，全市新开办药店１１家，办理药

·４１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店变更６０家，新开办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２３

家、隐形眼镜店４家、医疗器械零售专卖店１家。４

月，召开全市药品流通领域集中整治与药品经营企

业诚信体系建设推进会，印发《如皋市药品生产流

通领域集中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积极应对铬胶囊

事件，建立排查机制和日报告制度，对问题胶囊做

到及时下架、登记封存、有效监控，累计委托销毁不

合格胶囊２４１５２粒。５月，开展打击利用互联网非

法收售药品行为专项行动。７月，开展无菌和植入

类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认真落实《医

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关于加快如皋市医

疗器械产业集聚发展的意见》（皋政发〔２０１２〕１３６

号）文件要求，推动医疗器械企业不断做大做强，江

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和上海制皂如皋公司

ＧＭＰ认证顺利通过现场验收，全市７家无菌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全部通过《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检查，成为全省唯一现场考核全部通过的县市。

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监管　全市有化妆品生

产企业２家，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企业１０３６家。

年内，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执行行政审批程

序，累计发放保健食品销售审查意见书７２份。４

月，以专项整治促规范，开展查处富来森牌糖舒宁

胶囊等假冒保健食品专项检查和保健食品违法添

加药物成分和化妆品违法使用禁限用物质专项整

治工作。５月，开展以鱼油保健食品及螺旋藻为原

料的保健食品监督检查。６月、９月，分别两次对全

市保健食品、化妆品市场进行集中整治，有序规范

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秩序。９月，采取送法下乡

形式，举办２０１２年如皋市保健食品化妆品生产经

营单位从业人员培训，全市２０个镇区，６００家单

位、８００人次参加培训并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

稽查执法　年内，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

“四品一械”案件２６０起，罚没款１１７万元。完成药品

监督抽样１００批次，收到检测报告７１份，不合格药品

３１个批次，阳性率４３．６６％。３月，查处某公司从不具

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案。４月，查处

某公司无证经营医疗器械案。５月，查处某餐饮单位

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经营的食品

河豚案。６月，查处某餐饮服务单位经营处所大肠菌

群、菌落总数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案。９

月，查处某药店销售假药中药饮片案。

【如皋市建成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市】　７月，

如皋市被正式命名为江苏省首批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示范县（市），在南通市９县（市、区）中唯一获此

殊荣。

年内，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为平台，以餐饮诚信经

营单位创建为载体，牵头组织争创省级“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示范县”活动。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

任组长、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创建领导

小组，制订下发《如皋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百千万

示范工程建设实施方案》，以政府推进、部门指导和

社会参与相结合，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至年

底，全市有８２家学校食堂获餐饮诚信经营单位

称号。

【食品药品监管城镇一体化建设】　年内，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健全完善市镇村三级食品药品监管

网络，通过业务培训、工作督查、现场带教、跟班办

案、考核奖惩等各种途径，打造一支技术过硬、作风

正派的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确保全市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全覆盖、无盲区。２月，全市召开２０１２年度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签订２０１２年度食品药

品安全责任书。６月，组织各镇食品药品监管人员

赴安徽亳州学习交流中药饮片监管。９月，如皋市

成立药品安全委员会，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药

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成员单位由市委宣传部、市政

府法制办、市监察局、市卫生局、市公安局等２０个

部门组成，有效整合现有药品监管资源。

（刘晓庆）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红红红十十十字字字会会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红十字会有理事７７人，其中

常务副会长１名、秘书长１名。１１月２６日，召开

四届二次理事会议，完成领导班子改选。

救护培训　年内，市红十字会按照《南通市红

十字救护培训规范化标准》要求，投入１０万元，在

市红十字血站建立救护培训中心，包括２００平方米

教室２个、１００平方米的考核场地１个。与南通市

红会签订委托培训协议书，并明确各驾校委托培训

职责，由驾校向市红十字会递交培训承诺书。根据

·５１３·卫　　生



省下达全市应急救护培训１．４万人任务，争取财政

资金３３万元，分别制订《２０１２年如皋市公益性应

急救护培训实施方案》、《如皋市红十字会普及性救

护培训实施方案》，由市红十字会承担２０００名初级

救护员培训任务，各镇卫生所配合完成１．２万人普

及性救护培训任务。９月１２日，启动公益性应急

救护培训，全市２０个镇级卫生所所长和２０名救护

培训老师参加开班仪式。同时，对各卫生所人员进

行师资培训，使受训教师能独立授课。初级救护员

以机动车新驾驶员和司乘人员为主体，普及性救护

培训以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人员、中小学生及社

区居民为主体，９～１１月，累计分别培训２０６０人、

１３５３１人。

赈济救助　年内，市红十字会在春节送温暖、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中，把接受的省红十字会

价值１７万元的物资先后发送到江安、高明、搬经等

１５个乡镇的老党员、贫困户及孤老病残等救助对

象手中，受益３０００人次。７月４日，搬经、下原等

镇遭龙卷风袭击，市红十字会及时争取到省红十字

会价值２１万元救灾物资，其中，被子、蚊帐、家庭

包、夏被各５００套。７月１６日，在搬经镇芹界村举

行救灾物资发放仪式。

骨髓捐献　５月８日，市红十字会与市红十字

血站联合组织开展“‘五·八’红十字日”纪念活动，

在林梓镇苓美服饰有限公司和沿海高速如皋服务

区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和无偿献血活动，发放

宣传资料２００多份，现场采血１００多人。１２月，为

方便志愿者捐献，在流动献血车上增设南通市造血

干细胞采样点。年内，全市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初配成功７位，其中，如皋市长庄医院院长石学兵

与白血病患者赵魏最终配型成功。

（董　晖）

医医医疗疗疗卫卫卫生生生机机机构构构选选选介介介

【如皋市人民医院】　如皋市人民医院有在职在编

职工８３１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８７人、中级职称

者３１８人，硕士研究生２６人。１名后备人才获南通市

医学重点人才称号并入选南通市“２２６”人才培养计

划。医院有南通市重点（建设）专科８个，３项科研课

题获南通市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４项新技术获南通市

新技术项目奖。２０１２年，门（急）诊病人５２．４万人次，

出院病人２．９２万人次，业务收入３．７亿元。

年内，市人民医院作为全省２０１２年县级公立

医院改革的１６个试点单位之一，根据《如皋市人民

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实施方案》，全面推

进改革各项任务。改善服务流程，制订落实惠民举

措，提高服务效率，门（急）诊服务即时评价综合满

意率提高到９７％。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完成

ＲＩＳ、ＰＡＣＳ系统配置，电子病历系统和门诊医生工

作站投入运行。改革补偿机制，销售基本药物

２４０４万元，获政府补助５６４万元。全年门诊、出院

病人同比分别增加２３．６２％、１４．６７％，次均费用分

别下降４．４７％、１．１８％。年平均住院日为１０．５

天，同比下降０．６天。９月，在全省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会上介绍改革经验。

【如皋市中医院】　如皋市中医院有职工５３３人，其

中具有高级职称者６３人、中级职称者１５０人，硕士

研究生１２名。有江苏省名中医１名、省名中西医

结合专家１名、南通市名中医２名、如皋市名中医

８名。医院有临床一级科室１７个、二级科室１０

个、医技辅助科室１３个，其中，妇科、针灸推拿科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色

专科建设单位。妇科为省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妇科、消化内科、肛肠科为南通市中医重点专科。

医院核定床位４５０张，开放床位４００张。

２０１２年，医院门（急）诊量２８．２万人次，出院

病人１１６９２人次，住院手术４２２３人次，业务收入

１．４９亿元。全年累计发表学术论文８２篇，科研课

题“妇科Ⅱ号合剂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及应用研

究”获如皋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皋市博爱医院】　如皋市博爱医院有职工５００

余人，其中卫技人员３９４人，具有高级、中级职称人

员１１３人。２名学科带头人进入南通市专业学组。

医院开放床位５００张。

２０１２年，累计发表论文１４篇，申报并获立项

科研项目２个，获南通市新技术引进奖２项，联合

苏州大学医学部成立肿瘤研究（如皋）基地。门

（急）诊量２２．８万人次，出院病人１４５６５人次，日最

高住院人数５１０人，实现业务收入１．５亿元。

（何云祥）

·６１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