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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的提升措施探讨 

徐一丹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杭州 

【摘要】在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基层妇

幼保健机构不仅承载着控制孕妇和儿童死亡率的重要职责，而且也是我国人口素质全面提升的关键环节。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需要面向基层社会公众提供妇幼服务卫生组织管理、技术指导等相关任务。在社会不断

进步的形势下，基层社会群众对于妇幼保健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作为基层服务保险机构应该不断加强

自身队伍建设、临床专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实现自身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样才能为基层广

大群众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才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妇幼保健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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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the basic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stitutions belong to a very important link, the basic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stitutions not only 
carry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controlling maternal and child mortality, but also the key link of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our population quality. Grassroot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stitutions need to provide maternal 
and child services to the public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uch as management, technical guidance and other related 
task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continuous social progress, the grassroots social masses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ervices. Therefore, as the grassroots service insurance institutions, they 
shoul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ir own team construction, clinical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ir own service level, so as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grassroots masses.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Keywords】grassroot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stitutions; Service capa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引言 
妇幼保健机构是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环节，也是面向全国妇女儿童提供基本

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机构，妇幼保健机构

在我国儿童健康、母婴安全等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1]。但由于受到各类因素影响，目前很

多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出现了服务能力水平低、基础

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各类问题，在此情况下基层人民

群众的妇幼保健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因此针对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和提升进行研究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现状及问题分析 
1.1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现状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承担着基层妇女节儿童身心

健康发展的重要职责，在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想进一步提升基层

妇女儿童群体的保健能力，则必须要对个体保健水

平的有效提升给予高度关注。具体来说，要针对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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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春期保健工作、婚前及孕期保健工作进行严格

落实，针对妇女更年期、老年期也要做好保健工作，

在妇女的全生命过程中始终都要渗透保健工作[2]。

针对儿童要从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幼儿期以及学

龄期有针对性开展保健工作。妇幼保健本身属于医

疗和预防保健相融合的一门学科，是复合医学在新

时代下的新探索。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

妇女儿童的医疗诊治中融合医疗保健服务，为妇女

儿童提供个性化的保险服务是当前基层保健机构面

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1.2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存在问题 
从工作实践角度来看，医疗保健工作的开展依

赖于强大的技术力量支撑，但是当前基层妇幼保健

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体质、管理和服务等各

方面的问题。首先，不少基层妇幼保健机构过分强

调临床服务能力，是在妇幼保健机构逐步开始走向

综合医院的发展模式，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和服务规

模的盲目扩大使得公共卫生职能逐步淡化，也逐步

背离了为妇女儿童提供健康服务的基本宗旨[3]。其

次，不少基层妇幼保健机构随着发展规模的不断扩

大舍弃了基本的医疗服务，单纯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在下乡业务指导、考核、妇幼人群健康保健服务方

面倾注了大部分精力。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基层妇幼

保健机构的公共卫生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

该模式下专业技术人员与临床工作长期脱离，严重

影响了其技能水平发展，因此也无法有效提升妇幼

保健服务质量。 
2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关键 
2.1 指导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建设 
要想全面推进妇幼保健工作的健康发展首先必

须要保障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具备较强的指导能力和

组织协调能力。首先，基层妇幼保健机构要在乡村

妇幼保健人员专业培训、技术指导和监督方面进行

积极组织，不断强化基层的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另

外，针对所辖区域内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要进行深

入了解，深刻掌握影响妇幼儿童健康发展的主要影

响因素，与此同时与政府部门、上级卫生行政管理

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制定出有效改善本

辖区内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合理建议。此外，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养老积极寻求与社会团体以及新

闻媒体界的深度合作，通过积极宣传来进一步提升

在当地社会公众中妇幼卫生工作的影响力[4]。 
2.2 临床诊治能力建设 
为充分满足广大基层妇女儿童的保健健康需

求，妇幼保健机构必须要积极转变发展思路，尽快

建立保健和临床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对于基层妇幼

保健工作来说，缺乏临床技能的支撑妇幼保健工作

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在关注基层基层妇女儿童工

作开展指导、监督的过程中也要对临床技能的提升

给予高度重视[5]。 
2.3 疾病防治能力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在积极开展妇幼保健工作的

过程中要始终坚定以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政策，对

于新生儿出生缺陷问题给予有效预防和控制，尽可

能将儿童发育不良、妇女涉及到感染、乳腺病等常

见妇科病在发病率进行有效控制，这样才能真正以

妇女儿童健康需求为机制明确自身的卫生发展方

向，同时也能够充分体现出妇幼保健机构的具体职

责。 
3 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能力建设路径 
3.1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我国近几年来在妇幼卫生健康方面的投入

力度不断增加，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得到了有效改善。但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由于本身

发展起步晚，各类设备技术水平低、落差大，因此

使得妇幼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受到了极大限制。为

进一步强化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除

机构自身付出努力之外，政府部门也要在当地的政

府建设规划中纳入妇幼卫生基础设施这一指标，通

过合理的增加投入来有效解决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基

础设施条件差的问题。与此同时，针对基层卫生院

产科和转诊急救等两个层面也要积极改善基础设施

条件，这样才能为妇幼保健服务水平提升奠定基础
[6]。 

3.2 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素养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

影响，很多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对于临床发展重视程

度不足。而且受到体制限制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人

才缺口，人才引进难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基

层妇幼保健机构人员综合素质第一、队伍结构不合

理等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在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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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一步强化基层妇幼保健机构人才队伍建设是当

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该不

断加大现有人才的专业知识继续教育，通过教育培

训来全面提升妇幼保健人员的基础医学专业知识和

综合素养，这样才能实现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整体工

作质量水平的有效提升。 
3.3 服务模式创新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基层群众的健康

和保健意识越来越强，且妇幼卫生需求也呈现出多

元化发展趋势，在此形势下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

整体服务质量提出了严格要求。面对这种形式，基

层妇幼保健机构要积极转变自身发展思路，在现有

的服务模式上进行不断创新，围绕新时代下基层妇

幼卫生实际需求来积极推出人性化和亲情化服务。 
3.4 加强预防保健职能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在新时期下应该加大对各类

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面向广大基层妇女儿童

提供优质保健服务，通过积极措施来控制基层一些

幼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同时针对艾滋病母婴传播

等开展积极预防和宣传，为母婴安全提供充足保障；

同时要针对妇女儿童的常见疾病和多发病进一步加

强预防措施，从本质上有效提升妇女儿童的整体健

康水平。 
3.5 提升妇幼健康监督水平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督导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实现我国

医疗保健工作有序发展的关键。相较于普通的检查

工作，督导工作最大的区别是要在工作中及时找出

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妇幼保健工作甘蔗的实际情

况来找出可行的解决对策，通过有效督导还要进一

步提升基层妇幼保健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有效提

升。妇幼卫生、保健督导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基层

妇幼保健机构要结合新时代发展趋势以及基层妇幼

群体的新要求来积极转变传统模式下轻指导重督导

的工作模式，面相各村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选派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产科医师即煤炭及保健

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广泛开展工作，在此过程中

要重点以冲击保健员、妇幼卫生管理人员等作为重

点加强体弱儿专案管理、高危儿动态管理专业知识

以及保健要点的教育指导和培训，都是针对孕产妇

和儿童健康服务管理、叶酸增补等相关项目中存在

的各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讲解。通过积极培训让

基层工作人员能够真正扎实掌握妇女儿童保健工作

的基础知识，这样才能为后续进一步开展妇幼保健

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另外，要严格督查农村孕产妇

分娩补助、新生儿疾病筛查等项目的开展和落实情

况，保障在基层群众群体中真正实现国家惠民政策

的落实和落地。 
3.6 坚定临床保健相结合的复合医学发展道路 
“重临床、轻保健”是目前基层妇幼保健机构

发展等组织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工作模式下重

点突出的是妇幼保健机构的临床建设，也更加倾向

于综合性医院发展方向，但是在这种形势下妇幼保

健机构自身的公共卫生职能受到了巨大冲击。因此，

在新时代下基层妇幼保健机构要坚定走临床和保健

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这样才真正能够体现出基层

妇幼保健机构的职能，也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服务

水平。 
4 结束语 
在我国的人口结构中妇女儿童属于重要的组成

部分，针对这一群体提供医疗服务是妇幼保健机构

的主要职责，要想进一步提升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

卫生保健服务效果，既要始终坚定临床和保健相结

合的发展道路，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基层妇幼保健机

构服务能力建设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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