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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联合发文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

■美编/刘颖

医保承担部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

■责编/黄伟 ■编辑/蒋慧晨

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
化管理水平，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提质增效，10 月 8 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印发《关于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管 理 的 指 导 意 见》
（以 下 简 称《意
见》
）。
《意见》提出，
签约服务费可由
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和签约居民付费等分担。
《意见》除明确了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的提供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
容外，尤其明确了签约服务费的内
涵、来源及分配。签约服务费是家
庭医生团队与居民建立契约服务关
系、在签约周期内履行相应的健康
服务责任的费用，体现医务人员作
为
“健康守门人”
和
“费用守门人”
的
劳务价值。家庭医生在为签约居民
提供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之外，按照签约服务全方位全过程
健康服务的要求，签订协议、提供健
康咨询，了解签约居民健康状况并
实施健康干预、评估、管理，协调转
诊、康复指导等服务所需劳务成本，
由签约服务费予以补偿。
根据《意见》，
家庭医生的签约服
务费可由医保基金、
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经费和签约居民付费等分担，
还要
积极争取财政、扶贫、残联等部门支
持，
拓宽签约服务费筹资渠道。依据
各地实际情况，
合理核算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费收费标准。签约服务费作
为家庭医生团队所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收入组成部分，
按照
“两个允许”
的要求用于人员薪酬分配，
体现多劳
多得。原则上应当将不低于 70%的
签约服务费用于家庭医生团队，
并根
据服务数量、服务质量、居民满意度
等考核结果进行合理分配。
此外，
《意见》还指出要通过加
快区域智能化信息平台建设与应
用、搭建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交流
互动平台、开展网上签约等方式推
进“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意见》对签约服务的管理与考
核也进行了规定，即以签约对象数
量与构成、服务质量、健康管理效
果、签约居民基层就诊比例、居民满
意度等为核心考核指标，考核结果
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
和主要负责人薪酬挂钩。
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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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2 日

中实传承（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行政机关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北京市西
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京西人社劳监责字［2018］416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附：
《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京西人社劳监责字［2018］416号)
特此公告
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北京
社保

“六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
问：哪些机构可以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主要由各类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提供，鼓励社会办基层
医疗机构结合实际开展适
宜的签约服务。承担签约
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依法
取 得《医 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并配置与签约服务相
适应的人员及设施设备。
问：哪些人可以成为家
庭医生？
答：现阶段家庭医生主
要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注册全科医生（含助理全科
医生和中医类别全科医
生），具备能力的乡镇卫生
院医师、乡村医生和中医类
别医师；执业注册为全科医
学专业或经全科医生相关
培训合格、选择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多点执业的在
岗临床医师；经全科医生相
关培训合格的中级以上职
称退休临床医师。
原则上每名家庭医生
签约人数不超过 2000 人。

答：原则上，家庭医生
以团队服务形式开展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其中，每个
团队至少配备 1 名家庭医
生、1 名护理人员，原则上由
家庭医生担任团队负责人。
家庭医生团队可根据
居民健康需求和签约服务内
容选配成员，
包括但不限于：
公共卫生医师（含助理公共
卫生医师）、
专科医师、
药师、
健康管理师、中医保健调理
师、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咨询
师、康复治疗师、团队助理、
计生专干、
社工、
义工等。

北京汉紫东方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你
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经查，截止 2018 年
9 月 20 日你单位自 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8 月未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四险合计欠
费 195485.76 元（此金额不包含滞纳金），医疗保险合
计欠费 116412.77 元（此金额不包含滞纳金），社会保
险费合计欠费 311898.53 元（此金额不包含滞纳金）。
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限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书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 2015 年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2 月至 2018 年 8 月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交至我中心。
京西人社劳监责字〔2018〕41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
中实传承（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相关规定，我中心决定自 2015 年 2 月起至你单位缴纳
本行政机关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了《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询问书》 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
（京西人社劳监询字〔2018〕050032 号），要求你单位法 金。如你单位逾期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将由社会保险
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自接到本调查询问书之日起 5 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相
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材料来本行政机关接受调查询
关规定，如你单位逾期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我中心将查
问，
但你单位逾期未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
你单位上述行为已构成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询你单位开户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款账户，并申请
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规定的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决定，书面通
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行为。依据《劳动保障监察 知你单位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
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行政机关
如你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责令你单位自接到本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之日起 5 应到我中心申请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未提
个工作日内，按《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担保的，我中心将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你
调查询问书》
（京西人社劳监询字〔2018〕050032 号）的 单位价值相当于应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
要求，
向本行政机关报送书面材料。
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
如果你单位逾期不改正，本行政机关将依据《劳动
如不服本通知，你单位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给予
六十日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
行政处罚。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
如果你单位对本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在接到
本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申请 诉讼期间本通知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缴纳，将纳入企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之日 业信用信息予以公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视为
生效。
起六个月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20 号
报送材料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20 号
联系电话：
66201698、66201689
1008 室
劳动保障监察员：郝进萍 张梦乐
联系电话：
010-66206288
联系人：周杭、李广瑞
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西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8 年 10 月 10 日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约或更换家庭医生团队的，
应当重新办理相应手续。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持有
《母子健康手册》的孕产妇
及儿童，在充分告知的基础
上，视同与其签订家庭医生
服务协议。

问：哪些人是家庭医生
的服务对象？

问：签约家庭医生后，
能享受哪些服务？

答：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对象主要为家庭医生团队所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区
域内的常住人口，也可跨区
域签约，
建立有序竞争机制。
现阶段，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重点人群包括：
老年人、
孕产妇、儿童、残疾人、贫困
人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
员以及高血压、
糖尿病、
结核
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

答：家庭医生团队在医
疗机构执业登记和工作职
责范围内应当根据签约居
民的健康需求，依法依约为
其提供基础性和个性化签
约服务。基础性签约服务
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个性化签
约服务是在基础性签约服
务的内容之外，根据居民差
异化的健康需求制定针对
性的服务内容。
家庭医生团队应当结
合自身服务能力及医疗卫
生资源配置情况，为签约居
民提供以下服务：
●基本医疗服务。涵
盖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
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指
导等。
●公共卫生服务。涵
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和规定的其他公共卫
生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对
签约居民开展健康状况评
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健
康管理计划，包括健康管理
周期、健康指导内容、健康
管理计划成效评估等，并在
管理周期内依照计划开展
健康指导服务等。
●健康教育与咨询服
务。根据签约居民的健康
需求、季节特点、疾病流行
情况等，通过门诊服务、出
诊服务、网络互动平台等途
径，采取面对面、社交软件、

问：可以自己选择家庭
医生团队吗？

问：家庭医生如何开展
服务？

北京市西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
社稽限字[2018]清欠第407号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的机构要建立健全家庭医
生团队管理制度，明确团队
工作流程、
岗位职责、
考核办
法、绩效分配办法等。团队
负责人负责本团队成员的任
务分配、
管理和考核。

答：签约居民可自愿选
择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并对协
议签订时提供的证件、
资料的
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签约
居民须履行签约服务协议中
约定的各项义务，
并按照约定
支付相应的签约服务费。
原则上每位居民在签
约周期内自愿选择 1 个家庭
医生团队签约。协议签订
前，家庭医生应当充分告知
签约居民约定的服务内容、
方式、标准、期限和权利义
务等信息；协议有效期原则
上为 1 年；协议内容应当包
括居民基本信息，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和所在机构基本
信 息、服 务 内 容、方 式、期
限、费 用 ，双 方 的 责 任、权
利、义务以及协议的解约和
续约情况等。签约团队需
在签约期满前向签约居民
告知续约事宜。
服务期满后需续约、解

电话等方式提供个性化健
康教育和健康咨询等。
●优先预约服务。通
过互联网信息平台预约、现
场预约、社交软件预约等方
式，家庭医生团队优先为签
约居民提供本机构的专科
科室预约、定期家庭医生门
诊预约、预防接种以及其他
健康服务的预约服务等。
●优先转诊服务。家
庭医生团队要对接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相关转诊负
责人员，为签约居民开通绿
色 转 诊 通 道 ，提 供 预 留 号
源、床位等资源，优先为签
约居民提供转诊服务。
●出诊服务。在有条
件的地区，针对行动不便、
符合条件且有需求的签约
居民，家庭医生团队可在服
务对象居住场所按规范提
供可及的治疗、康复、护理、
安宁疗护、健康指导及家庭
病床等服务。
●药品配送与用药指
导服务。有条件的地区，可
为有实际需求的签约居民
配送医嘱内药品，并给予用
药指导服务。
●长期处方服务。家
庭医生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
提下，
可为病情稳定、
依从性
较好的签约慢性病患者酌情
增加单次配药量，延长配药
周期，原则上可开具 4—8 周
长期处方，
但应当注明理由，
并告知患者关于药品储存、
用药指导、
病情监测、
不适随
诊等用药安全信息。
●中医药“治未病”服
务。根据签约居民的健康
需 求 ，在 中 医 医 师 的 指 导
下，提供中医健康教育、健
康评估、健康干预等服务。
●各地因地制宜开展
的其他服务。
记者 蒋慧晨 整理

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书
京东人社劳监个告字〔2018〕62号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催告书
京石人社劳监催字［2018］第004号

王学朋(身份证号 410727199001241531)：
你向本行政机关投诉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要求单位开具解除劳动关系
证明书一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0000 元、给付劳动合同一份一案，本行
政机关已立案调查（案件号：
18672），
现就投诉案件情况与你进行核实：
现需你本人到本行政机关配合案件调查，本行政机关曾多次与你电话联系，但一直
未联系到你本人，现书面告知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日内到本行政机关配合调
查，
如逾期未到，你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 19 号 317 室
联系人:马强、徐容
电话：
84492341
特此公告
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当事人：
北京华信源京西电子市场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新岚附属公建及设备层
法定代表人：曾鸿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018 年 4 月 3 日，我局依法对你单位送达了《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行政处理决定书》
（京石人社劳监理字[2018]第 001 号），要求你单位自收到行
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派员携带相关材料到我局接受询问，你单位无故逾
期未派员携带相关材料到我局接受询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对你单位催告如
下：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派员携带相关材料到我局接受询
问。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未派员携带相关材料到我局接受询问，我局将依法
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采用公告形式向你单位送
达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有陈述、申辩意见，
请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局提出。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东街 11 号 107 室
联系人：郑小龙、周启利
联系电话：
68871056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
京丰人社劳监催字[2018]18号
北京艺影星空文化传播中心：

本行政机关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了《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丰人社劳监罚字[2017]32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

限内未履行缴纳罚款 20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
你单位在本催告书公告送达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你单位在北京的开户银行或就

近的银行缴纳罚款：1.缴纳罚款 20000 元；2.自超过法定缴纳罚款期限到实际缴纳罚
款日的每日百分之三的加处罚款。

加处罚款的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
义务的数额”的规定执行。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你单位可在本催告书公告
送达生效之日次日起三日内，前来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和申辩的视
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经过催告后十日内仍未履行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本行政机关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东安街三条一号
丰台区劳动保障监察队 202 室
联系人员：
黄官水

王玉光

联系电话：63855165

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催告书
京石人社劳监催字［2018］第005号
当事人：
北京华信源京西电子市场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新岚附属公建及设备层
法定代表人：曾鸿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018 年 4 月 3 日，我局依法对你单位送达了《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石人社劳监罚字[2018]第 001 号），要求你单位自收到行
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行政处罚缴款书到开户银行或就近银行缴纳罚
款，
你单位无故逾期未缴纳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对你单位催告如
下：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银行缴纳罚款 20000 元。你单位无
正当理由逾期仍不缴纳，我局将依法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采用公告形式向你单位送
达本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有陈述、申辩意见，
请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局提出。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东街 11 号 107 室
联系人：郑小龙、周启利
联系电话：
68871056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