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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选调生的基层调研

李祥进和孔寅飞之所以会
进入公共卫生领域，与他们的选
调生经历有关。

选调生，是各省党委组织部
门从高校选调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
等进行重点培养的群体的简称。
一般，博士研究生安排到市直部
门挂职锻炼。

2013 年， 两人作为选调生
来到浙江舟山。出于希望对基层
进行深入了解的意愿，两人选择
了基层治理的调研课题。

2014 年， 他们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地调研时发现，发现国
家从 2009 年启动了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这项重大健康惠民工程，
但在实际的落地执行方面存在
很多困难和问题。

在与乡镇医院医生、村医深
入的交流后，他们发现，这是一
个系统性问题，问题的症结一是
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激
励的手段；一是整个工作开展的
方式还是非常传统的方式———
档案还是纸质的。

发现问题后，两人就想看能
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互联
网+的概念开始风靡全国。“我
们就在想这个事情能不能通过
互联网+去想办法改进。 ”李祥
进表示。

2016 年， 两人辞去了政府
的职务，创立公司，进入了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领域。

“那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
虎，就一头撞进去。 一边是对互
联网+的懵懂理解，一边是对公
共卫生领域困难的浅显认识，把
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就开始走
上了互联网+基本公共卫生这
条路。 ”李祥进表示。

从浙江金华到广东揭阳

最初的试点在浙江金华展
开。随后的 2017 年初，一次全国
性的调研被拉开。“第一，我们需
要到不同的地方再去看一看，这
个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需求；第
二，我们希望选到比较合适的更
大的落地点。 ”李祥进表示。

两个月的时间里，从河北到

河南到陕西，然后到四川、广东、
贵州走了一圈，李祥进和伙伴们
发现，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所有的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这个问题。“这让我们坚信这事
能干， 我们要坚决地把它干下
去，有了信心。 ”李祥进强调。

最终，新的落地点被选在了
广东揭阳。 据李祥进介绍，之所
以选在揭阳，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揭阳的政府领导十分
支持。“公共卫生是政府主导的
领域，这个领域做创新性的工作
一定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李祥
进表示。

其次， 当地有现实需求。
2016 年， 广东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考核在全国排在了后
面，而揭阳在广东省内也排在了
后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
是在省里还是市里工作压力都
很大，都迫切希望让这个工作有
所提升。 ”李祥进表示。

再次， 当地有广阔的市场。
公共卫生服务是面向全民的，人
口规模越大， 市场规模就越大，
而揭阳有 700 万人口。

第四，当地有更大的探索空
间。“我们还在探索模式、寻找痛
点、创造原型，人口规模大，一个
市就可以支撑我们去做更多的
探索。 ”李祥进强调。

2017 年开始，众维健康在
揭阳市揭东区和空港经济区
开展了为期 6 个月的“互联
网+”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试点工作。

2018 年， 揭阳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与众维健康正式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共同推进

“互联网+”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达成合作。

找到核心要素

通过在金华半年多的实际
运作和深入基层的了解，加上
揭阳一年多的探索 ，“我们找
到了问题的核心，就是质量控
制，我们叫规范性审核。 ”李祥
进表示。

一方面， 通过众维健康的
APP，村医可以实时记录自己提
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以一次
入户随访为例，村医在入户后可
以通过 APP 签到并调出居民的
健康档案，进行新增随访。 对居
民进行检查后可以实时记录在
手机上的随访表格里，当填写的
内容有问题时，APP 还会进行自
动提醒。这样就避免了以前纸质
档案填写转录带来的各种错误。

此外，APP 还会在下次随访
时间到来之前及时提醒村医。

“下一步我们将跟智能硬件
打通，检测完就自动上传，一方
面避免二次填写造成的错误，一
方面提高村医的效率，减轻工作
量。 ”李祥进表示。

另一方面，管理部门可以通
过平台进行远程督导。

一是可以实时了解辖区整
个工作开展的进度。

二是可以实时了解当下工
作开展的状况。在平台上可以实
时看到谁在哪个点在给谁做服
务，做什么服务。

三是可以进行远程督导。一
线的医务人员服务时把数据录
入到 APP 里， 上传到后台就可
以进行实时审核，如果有问题就
会预警。管理人员就可以直接展
开现场督导。

以移动档案管理和规范性
审核为核心，众维健康在规范服
务、动态管理、绩效考核、智能化
服务、教育培训和宣传推广六个
方面与揭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进行了深入合作。

裂变与挑战

目前， 众维健康已服务广
东、山西、河北等地近百家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从 2018 年
下半年开始有了收益。“目前我
们总的合同收入大概在 700 万
元左右。 ”李祥进表示。

据李祥进介绍，众维健康现
在优先的策略是尽快扩大公共
卫生市场的覆盖范围，“这是我
们三年内的核心工作，我们的规
划是三年覆盖六千万人口，基本

上是要覆盖 20 个地市。 ”
要实现这一点， 一方面需

要通过融资来解决快速扩张的
费用。

“我觉得影响力投资跟我们
还真的蛮匹配的，因为我们做的
这件事它既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同时也有具大的商业价值，跟影
响力投资选择的标的对象是匹
配的。 ”李祥进强调。

据李祥进介绍， 刚刚在中
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2019 年会荣获年度社会企业家
奖的众维健康已经引起了一些
影响力投资的注意， 希望进一
步了解他们， 探讨可能的进一
步合作。

另一方面，需要足够的人力
资源去支撑扩张需求。

据众维健康技术负责人介
绍，目前在新的地方开展业务，
众维健康的系统并不需要做大
规模调整， 只需要一些细节的
融合。

“短期内我认为我们还是
一个人力资源比较密集的企
业， 一个地级市通常可能需要
20 人到 30 人的团队去服务。 ”
李祥进表示。

李祥进计划从现有的团队
中抽调骨干在新的地市组建新
的团队，新的团队成熟后在抽调
骨干去下一个地方拓展，从而形
成裂变效应。

2019 年我国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 60
元。 以此计算，14 亿人口涉及的
是 840 亿元规模的市场。

与此同时，2016 年，国家开
始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围绕
家庭医生的服务，同样需要互联
网+的介入。

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
无疑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市场，整
个社会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和
参与度越来越高。 对此，李祥进
表示：“大众健康管理服务领域
空间巨大，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
意义，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
注、参与并推动这个事情，我们
将始终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
寻找合作伙伴。 ”

今年 7 月，36 位村医集体辞
职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
注。 当地政府在发布通报回应时
承认“县有关部门在拨付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等资金方
面存在迟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我
国政府从 2009年开始实施， 以儿
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
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
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城乡居民健
康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 、预防接
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
健康管理、 老年人健康管理、高
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等多项内容。

开展服务项目所需资金主
要由政府承担，主要由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负责具体实施。村卫生室、社
区卫生服务站分别接受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
务管理，合理承担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任务。

2017年，相关政策明确“原则
上将 40%左右的工作任务交由村
卫生室承担”；2018 年， 虽未提及
40%的指标， 但明确当年新增的 5
元经费“重点向乡村医生倾斜”。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补助
资金发放不到位和拨付迟延的
问题呢？

在众维健康创始人、总裁李祥
进看来，深层的原因在于村卫生室
服务质量乡镇卫生院无法控制。

村医是否真实入户、入户服
务质量如何医院难以把控，所以
不愿给村医发钱，也不愿让村医
参与公共卫生工作，村医因为拿
不到钱也就不愿干公卫工作。

这一路径如果不能捋顺，最
终影响的是基层居民，他们将无
法获得符合质量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祥进
和孔寅飞两位北大博士从政府
部门辞职创立了众维健康。 “我
们希望用互联网+大众健康管理
服务的模式，系统解决当前全国
各地普遍存在的公共卫生服务
难开展 、服务不规范 、资金资源
使用效能低、百姓获得感不强的
问题。 ”李祥进表示。

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这样一
场公共卫生“突围战”是否能够打
赢呢？

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众维健康的平台进行远程督导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