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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学校内设医疗机构与保健室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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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徽省合肥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ꎬ ２３００６１ꎻ２.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摘要】 　 目的　 了解合肥市学校医疗机构(以下统称“卫生室”)和保健室的设置以及卫生技术人员配备情况ꎬ为制

定学校卫生工作相关政策提供依据ꎮ 方法　 以“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信息平台”中学校卫生被监督单位信息卡作为调查

表ꎬ对合肥市 １ １７６ 所学校进行全面调查ꎮ 结果　 设置卫生室或保健室的有 ２９６ 所学校(２５.１７％)ꎬ其中设置卫生室的有

１１８ 所学校(１０.０３％)ꎬ设置保健室 １７８ 所( １５. １４％)ꎮ 小学、初中、高中、高校卫生室或保健室设置率分别为 １２. １５％ꎬ
３０ ０４％ꎬ５９.８０％ꎬ９２. ５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９０. ２ꎬＰ < ０. ０１)ꎮ 寄宿制中小学共 １７８ 所ꎬ设置卫生室的有 ４８ 所

(２６ ９７％)ꎬ其中卫技人员配备符合要求的仅 ８ 所(１６.６７％)ꎬ仅占寄宿制中小学的 ４.４９％ꎮ 结论　 合肥市学校卫生室与保

健室的设置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较差ꎬ应采取多种举措予以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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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人员密集ꎬ流动性大ꎬ而且学生大都是未成

年人ꎬ做好学校卫生和传染病防控工作尤为重要ꎮ 我

国«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１] (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

法规对学校卫生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均有明确规定ꎬ学
校卫生的具体工作任务主要依靠各学校的内设医疗

机构或保健室承担ꎮ 为全面了解合肥市学校内医疗

机构与保健室的设置情况ꎬ笔者对合肥市各级各类学

校进行了专项调查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信息平台”中

分类方法ꎬ将合肥市所有学校按照普通高校、高级中

学(包括职业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初
级中学(包括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分为 ４ 个类别

(以下简称“高校” “高中” “初中” “小学”)ꎬ所有调查

对象均知情同意ꎬ并经合肥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伦理

委员会批准ꎮ 经审查核对ꎬ此次共确定纳入研究 １ １７６
所学校(同一学校的不同校区、分校ꎬ地址不同的视为

不同学校)ꎮ 其中高校 ６７ 所ꎬ高中 １０２ 所ꎬ初中 ２８３
所ꎬ小学 ７２４ 所ꎮ
１.２　 方法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卫生计生委、食药监

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期间关于开展学校传染病防控与食

品安全监督检查文件及合肥市有关文件要求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在对合肥市各级

各类学校全面监督检查的同时ꎬ对所有学校卫生室及

保健室等情况进行调查ꎮ
本次调查以“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信息平台”中

学校卫生被监督单位信息卡作为调查表ꎬ内容包括学

校基本情况(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学生总数、住宿

学生数等)、学校类别(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
通高校等)、办学性质、健康管理[校医院(室)、卫生室

数、保健室数、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传染病报告情况

等]ꎬ对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培训ꎬ统一标准和要

求ꎮ 各学校按照本校实际情况认真填写纸质信息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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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校卫生监督员核实后收回ꎬ并按要求及时录入

“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信息平台”学校卫生信息报告

系统ꎻ或根据此次收集的调查表的基本信息对系统中

原有信息及时进行变更与录入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全市各监督机构学校卫生监督员统

一培训上岗ꎬ在调查后经数据核对、逻辑检查等由各

监督机构信息员在信息平台系统统一录入ꎮ 合肥市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稽查科室每季度对全市

信息填报工作开展稽查ꎬ确保信息填报的质量ꎮ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在全年学校卫生监督检查工作

结束后ꎬ由市级学校卫生监督员登陆“卫生和计划生

育监督信息平台”ꎬ选定“专业类别”为“学校卫生”、单
位状态为“已生效记录”、“状态”为“有效单位”、“报

告日期”为“２０１５ － １１ － ０１ 至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３１” (统计年

度)中已生效的合肥市各级各类学校记录ꎬ将查询到

的学校基本情况导出 Ｅｘｃｅｌꎬ经整理、核对ꎬ再进行逻辑

检查与异常值的判断与科学处理后ꎬ进行分类汇总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对构成比、设置

率、符合率等指标进行数据描述ꎬ采用 χ２ 检验对组间

率进行比较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区域学校卫生室或保健室设置情况　 学校

卫生室设置率最高的为经开区、高新区和新站区ꎬ最
低的为庐江县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９５. ４ꎬ Ｐ <
０ ０１)ꎻ各区域保健室设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１８.３ꎬＰ<０.０１)ꎬ蜀山区最高ꎬ巢湖市较低ꎻ各区域卫

生室及保健室总设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３６４ ０ꎬＰ<０.０１)ꎬ蜀山区最高ꎬ巢湖市较低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合肥市不同区域学校卫生室与保健室设置率

区域 学校数 卫生室 保健室 合计
肥东县 １２７ ８(６.３０) ９(７.０９) １７(１３.３９)
肥西县 １２８ １１(８.５９) ８(６.２５) １９(１４.８４)
长丰县 １５２ ６(３.９５) ８(５.２６) １４(９.２１)
巢湖市 １７３ １１(６.３６) ０ １１(６.３６)
庐江县 ２０９ ５(２.３９) １９(９.０９) ２４(１１.４８)
瑶海区 ５９ ５(８.４７) ４(６.７８) ９(１５.２５)
庐阳区 ６２ ９(１４.５２) ２２(３５.４８) ３１(５０.００)
蜀山区 ８３ １３(１５.６６) ５９(７１.０８) ７２(８６.７５)
包河区 ７９ １７(２１.５２) ２９(３６.７１) ４６(５８.２３)
高新区 １８ ６(３３.３３) ３(１６.６７) ９(５０.００)
经开区 ４８ １６(３３.３３) １０(２０.８３) ２６(５４.１７)
新站区 ３８ １１(２８.９５) ７(１８.４２) １８(４７.３７)
合计 １ １７６ １１８(１０.０３) １７８(１５.１４) ２９６(２５.１７)

　 注:()内数字为设置率 / ％ꎮ

２.２　 不同类别学校内设卫生室或保健室情况　 不同

类别学校卫生室设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５７１ ４ꎬＰ < ０. ０１)ꎬ与总设置率一致 ( χ２ ＝ ２９０. ２ꎬ Ｐ <
０ ０１)ꎬ 从高校 ( ８６. ５７％ꎬ ９２. ５４％)、 高中 ( ３３. ３３％ꎬ
５９ ８０％)、初中 ( ８. １３％ꎬ ３０. ０４％) 到小学 ( ０. ４１％ꎬ
１２ ５１％)逐级降低ꎻ不同类别学校保健室设置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１.２ꎬＰ<０.０１)ꎬ高中(２６.４７％)与

初中(２１.９１％)较高且相差不大ꎬ高于小学(１１.７４％)
和高校(５.９７％)ꎮ
２.３　 寄宿制与非寄宿制中小学校内设卫生室或保健

室情况　 从卫生室设置率( χ２ ＝ １９２.５ꎬＰ<０.０１)、保健

室设置率(χ２ ＝ ２４.７ꎬＰ<０.０１)及总设置率(χ２ ＝ １４３.２ꎬＰ
<０.０１)上看ꎬ寄宿制学校(２６.９７％ꎬ３０.３４％ꎬ５７.３０％)
均 明 显 高 于 非 寄 宿 制 学 校 ( ３０. ３４％ꎬ １４. ９３％ꎬ
１６ ２２％)ꎮ
２.４　 中小学校卫生室设置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配置

符合等情况　 在所调查的 １７８ 所寄宿制学校中ꎬ４８ 所

学校内设卫生室ꎬ其中仅 ８ 所学校配备的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数符合不低于 ６００ ∶ １ 标准的要求ꎬ占 １６.６７％ꎮ
符合设置卫生室及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要求的比例更

低ꎬ仅为 ４. ４９％ꎮ ６００ 人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有 ３１８
所ꎬ其中内设卫生室的有 １２ 所ꎬ占 ３.７７％ꎮ １２ 所内设

卫生室的学校ꎬ配备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均达不到

６００ ∶ １ 的标准ꎮ 寄宿制学校和 ６００ 人以上的非寄宿

制学校共 ４９６ 所ꎬ 其中内设卫生室的有 ６０ 所ꎬ 占

１２ １０％ꎬ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符合 ６００ ∶ １ 比例

的仅有 ８ 所ꎬ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符合率为 １３.３３％ꎬ卫
生室设置及专业技术人员配置均符合的仅占 １.６１％ꎮ

３　 讨论

调查显示ꎬ位于合肥市的绝大多数高校都内设了

医疗机构ꎬ基本符合«条例»的要求ꎬ但高中、初中及小

学等阶段的学校卫生室或保健室的设置率较低ꎮ 不

同的县(市)与建成区、开发区之间存在差异ꎬ不同阶

段的学校也存在差异ꎮ
３.１　 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３.１.１　 卫生室、保健室设置不足 　 合肥市高中、初中

及小学卫生室或保健室的设置率普遍较低ꎮ 各区域

由于受社会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ꎬ学校在卫生室与保

健室的总设置率上比较接近ꎬ但均远高于县(市)的设

置率ꎮ 就中小学来说ꎬ寄宿制学校与 ６００ 人以上的学

校卫生室的设置率均很低ꎬ同时满足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数符合不低于 ６００ ∶ １ 标准要求的更低ꎮ
合肥市学校卫生室或保健室设置率较低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１)各级教育部门及学校均高度重视教

学工作ꎬ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及学校卫生等工作重视不

够ꎬ对学校卫生室的职能职责认识不到位ꎬ或者片面

地认为学校卫生室只是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ꎬ
而忽略了其同时还要承担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
常见病和传染病防控、学校卫生日常检查等的职能ꎮ
(２)经过多年的发展ꎬ合肥市已建立起由各类医院、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覆盖城

乡、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ꎬ卫生服务资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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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优化ꎮ (３)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也影响和

制约着学校卫生室或保健室的设置ꎮ 学校卫生室作

为一类医疗机构ꎬ受«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医疗机

构基本标准(试行)»等卫生法律法规的调节ꎬ如果缺

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者配备不符合要求ꎬ则卫生室

无法取得执业许可ꎮ (４)有的学校担心内设卫生室提

供医疗服务活动存在医疗风险ꎬ想要将此类风险交由

社会医疗机构承担而不愿设置卫生室ꎮ
３.１.２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中小学校传染病预

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 [２] 规定ꎬ寄宿制学校和 ６００ 人

以上的学校应设立医务室或者卫生室ꎬ并按不低于学

生人数 ６００ ∶ １ 的比例配备专职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ꎮ 从调查来看ꎬ寄宿制学校和 ６００ 人以上的学校设

置卫生室的仅占 １２.１０％ꎬ而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符

合 ６００ ∶ １ 比例的也只有 １３.３３％ꎬ学校的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配备严重不足ꎻ所有 ６００ 人以下的非寄宿制中

小学均未设卫生室ꎬ基本没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ꎮ 就

设置保健室的学校来说ꎬ除极少数学校聘用了专业技

术人员外ꎬ保健教师大多为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ꎬ多
由学校体育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等兼任ꎬ他们往往同

时承担着教学或繁琐的行政等工作任务ꎮ 我国其他

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学校卫生技术人员缺乏现象ꎬ调
查显示ꎬ广州市中小学校医务人员存在人员短缺等现

象ꎬ接近 ５０％的人不满意现在的工作[３] ꎮ
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ꎬ究其主要原因在

于校医编制、职称、待遇、培训等各方面问题:一方面

公办学校是事业单位ꎬ经费和人员编制等受教育部门

的统筹管理ꎮ 在编制有限的情况下ꎬ作为教职工中教

学辅助人员的卫生保健人员的编制往往受到挤占ꎻ而
财政部门主要依据学校编制等情况划拨相应经费ꎬ在
卫生保健人员编制受限的情况下ꎬ财政划拨的相应经

费也受限ꎮ 民办学校出于办学成本等方面的考量ꎬ则
尽可能减少非教学人员的聘用ꎬ以减少支出ꎮ 另一方

面ꎬ多数卫生专业技术聘用人员由于晋升难、职称评

选难、职业发展受限、待遇低等ꎬ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时

往往会跳槽ꎮ
３.１.３　 传染病防控等学校卫生工作任务繁重ꎬ面临新

的问题和挑战　 学校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场所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安徽省 ８５ 起传染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发生的主要场所为学校 ( ６１ 起)ꎬ占事件总数的

７１ ７６％[４] ꎮ 近年来ꎬ合肥市学校结核病疫情上升趋势

明显ꎬ２０１３ 年全市结核病信息报告系统中网报学生结

核病病例数较 ２０１１ 年增加了近 １ 倍ꎬ疫情形势严

峻[５] ꎮ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等传染病疫情时有发

生[６] ꎮ 国家«“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提出ꎬ重点

加强健康学校建设ꎬ加强学生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评

价ꎬ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ꎬ加强学生近视、肥胖等常

见病防治ꎬ 并对儿童患龋等提出了具体的控制指

标[７] ꎮ 学校卫生工作面临的任务愈来愈重ꎬ要求也愈

来愈高ꎮ 在新的时代和环境背景下ꎬ增进学生健康水

平ꎬ如果仍沿袭传统的学校卫生工作模式是远远不够

的[８] ꎮ
３.２　 建议　 政府人事主管部门应会同教育、财政等部

门ꎬ在核定公办学校编制、设定岗位时ꎬ在依据有关编

制标准的同时ꎬ要按照«条例» 等卫生法律法规的规

定ꎬ统筹兼顾校医的编制和岗位ꎬ并给予相应的经费

保障ꎮ 对于民办学校ꎬ在许可准入时有关部门应强化

对校医岗位的要求ꎬ加强监管ꎮ 政府人事主管部门应

会同卫生、教育等部门ꎬ根据学校校医工作性质ꎬ为校

医群体制定适合学校卫生专业技术岗位的评聘制度ꎬ
使校医待遇得到有效保障ꎮ

卫生部门在加强校卫生室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依法执业监管的基础上ꎬ如对于部分学校的新校区

(或分校)设置的“医疗延伸点(站)”ꎬ应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督促其完善许可或变更手续ꎻ根据国家及地方

医师多点执业[９] 相关规定ꎬ鼓励、引导社会医疗机构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学校卫生室办理多点执业注册ꎬ
促进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合理流动ꎮ 由于校医工作

职责的特殊性ꎬ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保健教师应

接受学校卫生专业知识和急救技能等培训ꎮ 卫生部

门同时还应配合学校或教育部门ꎬ加强对校医等相关

人员有关卫生专业知识的培训考核工作ꎬ包括对新入

职校医(包括从社会医疗机构聘任或派驻的医生)的

岗前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培训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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