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撬动更多社会资源

2020 年 11 月初， 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健康中国行动基金
在北京启动。 这样一个看似简简
单单的专项基金，其背后有着一
系列厚重的制度设计：

2016 年 10 月，党中央、国务
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 明确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
蓝图和行动纲领；2019 年 6 月，
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印发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
见》， 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

意见指出，“健康中国行动
要动员各方广泛参与。 凝聚全社
会力量，形成健康促进的强大合
力。 鼓励社会捐资，依托社会力
量依法成立健康中国行动基金
会，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保障
机制”。

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
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先期在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设立健康中国
行动基金，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
动员、方式方法灵活、资金募集
渠道多元以及具备基金管理经
验等优势，为健康中国行动基金
会的成立筹集资金，积累项目经
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通过公益力量撬动更多社
会资源、 进而推动社会问题的
解决， 已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一
种共识。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
书长宋宏云表示：“基金会现有
30 余支专项基金，其中约三分之
二的基金与健康相关，业务涉及
生殖健康援助、 两癌筛查防治、
贫困患儿救治、 乡村医生培训、
基层医卫机构设备捐赠、大病救
助等。 健康中国行动的实施，为
我们提供了业务整合以及体系
化的机会。 ”

社会组织助力健康扶贫大
有可为。

2016 年，在国家卫健委财务
司(扶贫办)指导下，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主
导、社会力量参与和补充、具有
充分社会公信力的国家级健康
扶贫开放平台———中国大病社
会救助平台。

通过平台，基金会整理归纳
了全国大病救助政策 13341 条，
浏览量超过 1800 万， 为大病患
者提供了快捷、有效、真实的政
策信息咨询。 此外，该平台能够

为贫困大病患者提供申请慈善
项目的介绍，为贫困大病患者与
慈善组织搭建起信息桥梁，同时
也能为贫困地区大病患者提供
网络求助服务。

更重要的是，该平台也为部
分临床医生、大学生等爱心人士
提供了一个志愿捐赠平台，通过
捐赠知识技能、管理经验、个人
时间等方式，为贫困地区的医疗
卫生机构或个人提供志愿服务。

“公益组织虽然边界有限，
但功能和特点还是突出的。 ”在
宋宏云看来，公益组织自身的属
性决定了其在参与社会议题方
面的一些优势。“一是植根民间。
社会组织出自民间，在政府的指
导下服务民间，有效架构了一个
民间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二是广
泛的动员能力。 基金会可以合法
地接收社会捐赠，这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活跃社会资源。 三是实验
功能。 这也是公益组织最大的一
个优势。 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灵
活的项目， 面对一些社会需求，
有试验的机会。 ”

触达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

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首先
要不得病， 但如何才能不得病？
前提是健康。 加强健康教育、普
及健康生活方式， 形成早预防、
早筛查、早治疗、不得病的科学
理念，能够有效推动健康端口前
移，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社会组
织做出了有益探索。

2016 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博爱助学项目中心推出“博爱校
园健康行动计划”，援建“博爱校
医室”。 该计划旨在广泛动员募
集社会资源，在政府教育、卫生
部门的指导下，在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中小学建立校园健康卫生
保障体系，健全青少年生命健康
教育。 同时，通过开展免费体检，
对在医疗救助范围内的大病患
儿进行资助，对普遍存在的健康
问题开展针对性的健康课程，做
到大病早发现早治疗、小病早教
育早预防。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
长刘选国表示，“博爱校医室”
项目旨在呼吁全社会关注学生
的生命健康安全。 项目有一项
很重要的工作， 即通过开展培
训让校医们更新知识， 最终用
公益的力量， 引起社会对这个

群体的关注。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这

方面的探索更早。
1995 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发起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
母亲行动”， 这也是我国首个以
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
目。 项目通过“小额资助，直接到
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帮扶
模式，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和家
庭“扶困、扶智(志)、扶助健康”。

以“两癌”筛查为例。 乳腺
癌、宫颈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两
大“杀手”，近年来有不断增高和
年轻化的趋势。 报道显示，近几
年我国宫颈癌、乳腺癌发病率和
死亡率逐渐上升， 其中以 45 岁
到 55 岁妇女最为集中。 而身在
贫困山区的母亲们，往往因为知
识匮乏，没有防治意识，更没有
定期体检的条件，从而成为“两
癌”高发的人群。

2019 年，幸福工程项目将健
康知识带给云南墨江项目点的
贫困母亲，通过培训和健康生活
习惯的培养，让久居深山的母亲
们提升自身健康意识。 2020 年 8
月，在墨江县计生协、县妇幼保
健院、 景星镇政府的合作下，24
位贫困母亲来到墨江县妇幼保
健院进行了“两癌”体检和健康
培训。

另据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
下，基金会策划实施了健康扶贫
重点项目———“健康暖心”工程，
该项目旨在提高群众抵抗健康
风险的能力，增强贫困地区卫生
服务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的卫生
事业发展，进而减少因病致贫和
因病返贫。

据悉，项目以“一免三助”为
运作模式，即为贫困家庭免费提
供基本药物、应急物品及健康手
册提高健康素养；资助贫困地区
大病患者家庭摆脱困境；帮助贫
困地区医务人员进修学习提高
服务能力；捐助贫困地区医疗机
构硬件设施改善诊治条件，使贫
困地区群众就近就医，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 同时，项目在
运作过程中积极普及《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 66 条》，在缓解贫困群
众缺医少药现状的同时，通过知
识普及提升他们的健康素养，实
现“预防为主”的健康中国战略
目标。

宋宏云表示，“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离不开社会组织。 公共政
策有时候难以照顾到多元化、个

性化的需求，社会组织可以帮助
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政策落实。 我
们的优势在于，通过与地方卫健
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系统以及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合作，
可以让项目抵达社区和家庭，完
成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 ”

明确下一步行动方向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
意见》要求实施 15 项专项行动，
每一项都离不开政府、社会和个
人。 比如实施“合理膳食行动”，
在政府层面， 涉及食品安全保
障、 相关标准制定以及监督管
理；在社会层面，涉及消费和社
区食品供给端等环节；在个人层
面，涉及知识、理念、行动等。

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可以
广泛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为各方
参与搭建桥梁和平台。 前提是，
社会组织要对自身有一个精准
的定位， 要知道哪些自己能做，
且能做好。

2017 年 7 月，中国扶贫基金
会、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益
以及蚂蚁金服保险平台针对精
准扶贫战略，设计并联合发起顶
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聚
焦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关
注贫困家庭经济支柱，项目资金
主要来源于阿里巴巴公益和支
付宝公益两个平台筹款。

2019 年冬，《公益时报》记者
曾跟随项目组深入河北张家口
采访。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以贫
困家庭主要劳动力为受益主体，
为现行贫困标准下 18-60 周岁
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专属扶贫
公益保险，降低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的发生率。 项目借助互联网
平台优势、 运用区块链技术，保
障资金从捐赠到理赔全透明、全
跟踪。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 项目
累计募集 32138.55 万元爱心资
金，已投入 30699.29 万元，共计
为全国 12 省 80 县(区)建档立卡
贫困户 1012.93 万人次提供健康
保障， 累计赔付 134616 人次，累
计理赔金额 21474.80 万元。 善款
的 90%全部用于贫困群众的理
赔和救助。

除了精准帮扶贫困家庭“顶
梁柱”，在中国乡村，健康扶贫要
动员且要大力支持的一支可靠
力量就是乡村医生。 据统计，中
国乡村医生从业人数超过 150
万，分布在全国 3.7 万个乡镇卫
生院和 65 万个乡卫生室， 他们
担负着中国 6.5 亿农村居民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
服务。

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一些
公益组织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2017 年 12 月，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扶贫办指导， 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 中国光彩事业基
金会、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等
联合开展了“乡村医生健康扶
贫”项目，计划通过 3 至 10 年
的持续努力， 有效提升乡村医
生保障水平， 逐步稳定乡村医
生队伍， 助力医改强基层目标
的实现。

截至目前，项目已走访全国
1537 家乡镇卫生院、7572 个村
卫生室，为 12164 位乡村医生建
立帮扶档案。通过人口福利基金
会援建一所乡镇卫生院、10 所
村卫生室以及四所乡村中医馆，
在 32 个县发放共计 637.2 万元
的慢病签约管理奖励基金，开展
34 次有针对性地培训受训乡村
医生 5887 名， 资助 326 名乡村
医生考取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
师证， 每年发布 10 个暖心乡村
医生与 10 个暖心乡镇卫生院院
长优秀案例。

事实上，健康与脱贫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然而，在健康中
国行动实施层面，区域和群体之
间依然存在巨大不平衡，如东西
部之间、城乡之间有生活环境和
健康诉求等差别。 针对扶贫行动
的差异性及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等现实问题，该如何将健康中国
行动和脱贫攻坚事业紧密结合
起来？ 未来公益组织该如何有针
对性地采取行动？

宋宏云表示，今后基金会将
更加聚焦乡村地区尤其是“三区
三州”等地，以健康中国行动为
指引， 以 15 项专项行动为核心
内容，做好健康帮扶，巩固脱贫
成果。“我认为，这也是社会组织
下一步行动的重要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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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触达健康服务“最后一米”

社会组织参与健康扶贫大有可为 ■ 本报记者 皮磊

� �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导致大多数贫困家庭更加贫困的主要原因。 我
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比例均在 42%以上。

这一现实情况给脱贫攻坚带来了巨大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科学合理的制
度设计、医疗卫生系统的精准施策和保障，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基金
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投入健康扶贫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尤其在社会倡导、影响公众健康理念、改
变公众生活方式等方面，社会组织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 �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旨在培养能留下来、用得上的乡村医
生，通过他们提高群众公共卫生素养和疾病预防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