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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和服务国家级绩效

评价方案（2022）

为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和服务绩效评价工作，发

挥评价激励导向作用，制定本评价方案。

一、评价范围和指标

（一）评价范围。截至上一年年底，在“优质服务基层

行”活动中，达到服务能力推荐标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对评价前一年发生过经鉴定定性为二级及以上

负主要责任医疗事故或发生网络不良舆情的机构，取消当年

参加绩效评价的资格。

（二）评价指标及权重。从发展和服务的角度，立足能

够反映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强、服务优、效率高，突出

机构功能定位，结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同时

考虑不同地区之间评价指标结果的可比性，尽可能从现有的

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有关统计指标中选取，确定 21 个

评价指标及权重。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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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和服务评价指标

指 标 指标计算及说明
权重

（总计 100）

1.诊疗人次

数

【计算方法】

诊疗人次数=年度诊疗人次数；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8

2.诊疗人次

增长率

【计算方法】

诊疗人次增长率=（本年度诊疗人次数-上年度诊

疗人次数）/上年度诊疗人次数×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6

3.中医诊疗

人次占比

【计算方法】

中医诊疗人次占比=中医诊疗人次数/总诊疗人次

数×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中医医疗管理

统计年报。

3

4.门诊中医

非药物疗法

诊疗人次

【计算方法】

门诊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人次=本年度门诊中医

非药物疗法诊疗人次；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信息系统或其他数据来源。

4

5.出院人数

【计算方法】

出院人数=年度出院人数；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6

6.病床使用

率

【计算方法】

病床使用率=实际占用总床日数/实际开放总床日

数×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5

7.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城

乡社区规范

健康管理服

务率

【计算方法】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

人数/辖区内 6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数×100%；

【数据来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或其他

数据来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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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指标计算及说明
权重

（总计 100）

8.高血压患

者基层规范

管理服务率

【计算方法】

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按照规范要求提供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

务的人数/年内辖区内已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人数

×100%；

【数据来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或其他

数据来源。

2

9.管理人群

血压控制率

【计算方法】

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最近一次随访血压达标人

数/年内已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人数×100%；

【数据来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或其他

数据来源。

3

10.2 型糖尿

病患者基层

规范管理服

务率

【计算方法】

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按照规范要求提供 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

管理服务的人数/年内辖区内已管理的2型糖尿病

患者人数×100％；

【数据来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或其他

数据来源。

2

11.管理人群

血糖控制率

【计算方法】

管理人群血糖控制率=年内最近一次随访空腹血

糖达标人数/年内已管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人数×

100％；

【数据来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或其他

数据来源。

3

12.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规

范管理率

【计算方法】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年内辖区内按照

规范要求进行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年

内辖区内登记在册的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

×100％；

【数据来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信息系统。

3

13.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全

人群覆盖率

【计算方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人群覆盖率=签约居民人数/

年末服务人口数×100%；

【数据来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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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指标计算及说明
权重

（总计 100）

14.医师日均

担负诊疗人

次

【计算方法】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诊疗人次数/平均医师人

数/251；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7

15.医疗服务

收入占比（不

含药品、耗

材、检查检验

收入）

【计算方法】

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

材、检查检验收入）/医疗收入×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财务年报。

7

16.每职工平

均本期盈余

（不含具有

限定用途的

项目资金盈

余）

【计算方法】

每职工平均本期盈余（不含具有限定用途的项目

资金盈余）=｛本期收入-本期费用（本期支出）｝

/平均职工人数；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财务年报或其他数据来源。

6

17.人员支出

占业务支出

比例

【计算方法】

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比例（即卫生健康财务年报

16 表当中的人员费用占费用总额的比例）=人员支

出/业务支出×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财务年报。

6

18.执业医师

占比

【计算方法】

执业医师占比=年末执业医师数/在岗职工人数×

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6

19.医护比

【计算方法】

医护比=年末执业（助理）医师数/年末注册护士

数；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4

20.中医类别

医师占比

【计算方法】

中医类别医师占比=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

/同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中医医疗管理

统计年报。

5

21.高级职称

卫生技术人

员占比

【计算方法】

高级职称卫生技术人员占比=高级职称的卫生技

术人员数/同期卫生技术人员总数×100%；

【数据来源】卫生健康统计年报。

4

注：不提供住院服务的机构，相应指标计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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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分类及计分规则

（一）指标分类。指标分为区间类指标和极大值指标，

具体见表 2。

表 2 绩效评价指标分类

指 标 指标类型 具体值或范围

1.诊疗人次数 区间指标 10%-90%百分位数

2.诊疗人次增长率 区间指标 10%-90%百分位数

3.中医诊疗人次占比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4.门诊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人次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5.出院人数 区间指标 10%-90%百分位数

6.病床使用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7.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

务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8.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9.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0.2 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1.管理人群血糖控制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2.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人群覆盖率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4.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区间指标 10%-90%百分位数

15.医疗服务收入占比（不含药品、耗材、检查

检验收入）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6.每职工平均本期盈余（不含具有限定用途的

项目资金盈余）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7.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比例 区间指标 10%-90%百分位数

18.执业医师占比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19.医护比 区间指标 10%-90%百分位数

20.中医类别医师占比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21.高级职称卫生技术人员占比 极大值指标 90%百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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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分规则。

1.区间类指标计分规则。分别计算 90%上限和 10%下限

对应的指标值，如果某一区间类指标实际值低于 10%的下限

值，按 50 分计算得分，如高于 90%的上限值，计为 100 分。

如果指标值界于 90%上限和 10%下限之间，则根据该指标实

际值，按照“等距函数”的计分规则计算得分，计算公式如

下。

Y=50*
│实际值−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区间下限│
+50

以 2020 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增长率为例：

（1）建立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增长率数据库；

（2）计算乡镇镇卫生院诊疗人次增长率的第 10 百分位数 P10 和

第 90 百分位数 P90；P10 作为区间下限，P90 作为区间上限；本次利

用 2020 年各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增长率计算：P10=-26.2%，P90=3.1%；

（3）2020 年某乡镇卫生院增长率为-4.6%（实际值），将数据带

入公式 Y=50*
│−4.6−（−26.2）│

│3.1−（−26.2）│
+50=86.9，该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增长

率得分 86.9 分，乘以权重，即为该指标得分。

2.极大值指标计分规则。如果指标实际值为最差值，按

50 分计算得分，如果指标实际值高于极大值（一般为 90%百

分位数对应的指标值），则计为 100 分；如果指标值界于极

大值和最差值之间，则根据该指标实际值，按照“等距函数”

计分规则计算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Y=50*
│实际值−最差值│

│极大值−最差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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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20 年乡镇卫生院老年人健康管理率为例：

（1）建立乡镇卫生院老年人健康管理率数据库；

（2）计算乡镇卫生院老年人健康管理率的最小值和第 90 百分位

数 P90；将最小值作为最差值，P90 作为极大值，利用 2020 年各乡镇

卫生院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计算最小值=61.5%，P90=87.1%；

（3）2020 年某乡镇卫生院老年人健康管理率为 75.9%（实际值），

将数据带入公式 Y=50*
│75.9−61.5│
│87.1−61.5│

+50=78.1，该乡镇卫生院老年人健

康管理率得分 78.1 分，乘以权重，即为该指标得分。

三、指标数据报送与评价

（一）数据报送。评价指标数据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于每年8月底前通过“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申

报系统报送。2022 年评价指标数据请于 12 月 15 日前报送。

（二）机构评价。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中国社区卫生协

会分别承担对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中心的评价工作，结

合“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现场一致性复核工作，对机构报

送的数据进行复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