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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华龙政办〔2019〕1 号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健全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工作

长效机制的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濮东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管理中心，特色商

业区发展服务中心：

为巩固提升我区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成效，推

动精神卫生事业全面发展，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河南省精

神卫生工作规划（2016—2020 年）》（豫政办〔2016〕32 号）、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 年版）》（国卫疾

控发〔2018〕13 号）《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



— 2 —

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濮政办〔2018〕71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现就建立健全我区精神卫生综

合管理工作长效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健全精神卫生综合管理组织领导机制

（一）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区精神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区

政府对区级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调整（名单附

后）。各乡(镇、办)也要调整完善本级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

进一步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的综合协调、政策制定和督导考核

工作。领导小组每半年至少召开 1 次例会，研究制定辖区精神

卫生政策和相关制度，统筹解决精神综合管理、救治救助、人

才培养、机构运行、保障等问题。

（二）各乡(镇、办)要进一步调整完善以综治、卫生计生、

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残联等单位为成员的精神卫生综合管

理小组，负责制定辖区内患者的发现、治疗、应急处置、康复、

帮扶等管理流程，落实工作责任；对易肇事肇祸、贫困和“三

无”患者等特殊群体明确监管职责，做好医疗救治和生活救助

工作。每季度至少召开 1 次例会，通报重点工作情况，研究解

决存在问题。

（三）村（居）民委员会要建立由村（居）委会干部（网

格员）、精防人员、公安片警、民政专干、残联专干、家属、

志愿者组成的患者关爱帮扶小组，负责协同开展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日常筛查、登记和随访，全面了解辖区内在册患者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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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情况，解决患者管理、治疗、康复和生活中的难题。每

月至少召开 1 次例会，通报工作情况，交换患者信息，解决存

在问题。

二、建立健全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工作推进机制

（一）目标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体系，列入

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年度考核范围。综治部门要

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

安建设）考核体系。

(二)联席会议制度

各乡(镇、办)、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健全部门协调机制和

联防联控机制，巩固完善综治、卫生“双牵头”精神卫生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至少召开 1 次联席会，着力解决精神卫

生综合管理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督导考核制度

由综治牵头组织卫生计生、公安、民政、人社、残联等成员

单位参加，对乡(镇、办)每半年组织 1 次联合督导，年底组织

1 次综合考核。

（四）工作奖惩制度

对积极履行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职责、工作机制健全、工作

推进有力的单位和工作突出的个人，要以适当方式予以激励。

同时，对工作责任不落实、工作机制不健全、保障不力、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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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诿和存在脱管、漏管、失控等问题较多的乡(镇、办)和单位

予以通报和工作约谈，问题严重的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负责

人的责任；对发生严重肇事肇祸事件的，由综治部门按照《濮

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濮办文〔2017〕

58 号），视情况采取约谈、挂牌督办、一票否决等责任追究措

施。

三、建立健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机制

（一）定期筛查机制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乡(镇、办)每季度组织村（居）

民委员会、综治、公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部门相关人员，

按照“村（居）不漏户、户不漏人”原则，在辖区范围内开展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集中排查摸底、登记报告、风险评估和分类

管控等工作，并建立健全辖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档案，确

保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脱管、不漏管、不失控。区综治、卫生

计生、公安、民政、残联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协

助乡(镇、办)做好患者定期筛查工作。

（二）信息共享机制

由综治部门负责，协调建立部门信息定期交换机制，每半

年至少相互通报 1 次，日常工作根据需要适时进行沟通。卫生

计生部门要将危险评估为3级及3级以上的患者信息及时通报

区公安部门，由其录入《全国严重精神病人信息管理系统》；

公安部门要将《全国严重精神病人信息管理系统》的患者信息、



— 5 —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警情信息及时通报区卫生计生部

门；民政部门要将纳入民政救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及时

通报区卫生计生部门；残联部门要将评定为精神残疾的患者信

息及时通报区公安、卫生计生部门；司法部门要将在押服刑人

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中精神

障碍患者信息及时通报区卫生计生、公安部门。要严格信息管

理，做好保密工作。

（三）送诊治疗机制

1.常规送诊。对康复期发病和新发现的疑似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由各乡(镇、办)负责，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及患者家属将

患者送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病情诊断，开展风险评估，确定

患病程度，实施治疗。

2.特殊送诊。发现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公共安全或他

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时，公安部门应依法迅速处置，并将其送

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诊断；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民政部门及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

行精神障碍诊断，对于有暴力迹象的，公安机关应当主动配合；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及“三无人员”中如确诊为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并符合住院条件的，由民政部门负责救治经费，医疗机构要

无条件收治。住院期间，由发现地乡(镇、办)负责寻找、通知

患者的监护人，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相关费用。

3.应治尽治。医疗机构要组织做好符合住院条件的严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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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障碍患者的接收、诊断、危险性行为评估和规范化治疗，直

至符合出院标准。公安、民政等部门以及乡(镇、办)在送患者

住院时应配合医疗机构履行相关送诊手续。对无正当理由拒收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机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查实处理，

造成后果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符合住院条件，但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本人及其监护人不同意住院的，在监护人履行承

诺手续后，关爱帮扶小组应加强监督，督促监护人落实服药和

看护措施。

4.医疗保障。各级各相关部门在落实《华龙区卫生计生委

等六部门关于转发濮阳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华龙卫计〔2016〕19 号）、《濮阳市民政局 濮

阳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贫困精神障碍患者定点医疗救治救

助的通知》（濮民〔2016〕106 号）等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政策，做到弱监护家庭、低保五保

家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治疗，实行兜底保障，贫困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门诊免费服药，普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医疗费

用个人支付比例不超过 10%。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在救治

救助方面做好与定点医院信息对接，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

治救助“一站式”服务，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各乡(镇、办)、各有关单位要向广大患者及家属宣传告知

相关救治救助政策，包括医疗及生活救助信息和申请渠道，社

区康复机构及相关活动信息，发生各类应急事件时相应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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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机构及联系方式，当地关爱帮扶小组成员的联系方式等。

（四）接受管控机制

1.无缝接收。完成治疗并符合出院标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由定点收治医疗机构通知患者监护人或患者所属乡(镇、

办)接收。有明确监护人的，交由监护人接收；监护人不愿接

收的，由乡(镇、办)负责督促监护人接收；监护人确实无能力

接收的，由民政部门参照城镇“三无”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对

流浪乞讨精神障碍患者，由民政部门负责临时救助管理和联络

协调接送返乡。

2.分类管控。对病情稳定、危险性评估 2 级及以下患者，

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

（2018 年版）》（国卫疾控发〔2018〕13 号）要求进行常态

管理及随访。对以往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性评估 3 级及 3

级以上患者，还要纳入“五方契约”管理，即由综治部门统筹

协调，以村（居）委会为单位，患者监护人承担患者管理的主

体责任，“五方”即公安片警、乡(镇、办)民政所专干、残联

专干、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医生、村（居）

委会干部协同管理。公安部门对 3 级及以上患者纳入“一人一

档一警”管理，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

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疾病患者，依法实施强制医疗。对不同意参

加社区服务或契约管理的患者，精防人员报告关爱帮扶小组给

予重点关注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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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契约管理。要认真落实《华龙区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关

于实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契约管理的通知》（华龙卫计〔2016〕

183 号）精神，继续将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列为“五

方契约”管理对象，进一步完善四项制度，落实管控责任。一

是综合协调机制。由乡(镇、办)综治部门组织各相关部门与患

者监护人签订契约协议，协调督导各相关部门落实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契约管理工作任务。二是定期会商机制。契约协议各方

责任人定期会商，围绕监管对象及时交换各自掌握信息，对有

肇事肇祸风险的要制定联合管控方案。三是联合随访机制。契

约管理五方责任人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面对面随访，查看救助

救治政策落实情况，解决患者在管理、治疗、康复、生活中的

难题。如因患者病情需要或目前状况不稳定，应及时增加随访

次数。四是有奖监护制度。由乡(镇、办)综治部门组织契约管

理部门对实行契约管理的患者监护人进行考核。年度内未发生

肇事肇祸行为、监护责任履行到位的，依照《濮阳市华龙区综

治办等六部门关于实施以奖代补政策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监护责任的意见》（华龙综治办〔2016〕43 号）予以奖励。

监护资金要增加发放频次，每半年至少发放 1 次，增强对监护

人的激励效应。

（五）跟踪服务机制

1.规范医疗服务管理。卫生计生部门要统筹协调精神卫生

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双向转诊制度、对口帮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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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行“重病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

对于急性期和病情不稳定的患者及时转诊到精神病专科医院

进行规范治疗，病情稳定后回到村（居）委会接受康复服务和

居家服药维持治疗。进一步完善精神卫生对口帮扶工作机制，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每季度对帮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技

术指导和培训，实行精神科医师与精防人员结对指导，开展精

神卫生科普宣传、患者诊断复核、病情评估、调整治疗方案等。

对确诊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按照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 年版）》要求，进

行登记建档、分类干预和分级管理。

2.实行“八个一”基层工作法。总结推广我区“村（居）

委会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八个一”工作法，提升基层规范化管

理水平。即以村（居）委会为单位，为每一个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建立一份管理档案；为每一个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发放

一份精神卫生救治救助政策宣传材料；与每一个三级及以上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签订一份契约管理协议书；与每一个三

级及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签订一份有奖监护协议书；

制作一份村（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位置分布图；制作一个

村（社区）精神卫生防治知识宣传栏；每季度开展一次村（社

区）范围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登记；每季度患者关爱帮扶

小组（五方契约管理小组）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一次面对

面联合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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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全程康复服务。不断健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社区

康复机构及社会组织、家庭相互支持的精神障碍康复服务体

系。各级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要加强康复科建设，为院内患者提

供规范化康复服务。民政部门牵头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工

作，进一步加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建设和管理，组织治疗

后病情稳定的精神障碍患者参加社区康复活动。残联部门要积

极将评残精神障碍病人纳入残疾人康复工作中。卫生计生部门

要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给予技术支持。民政、残联、卫生

计生、财政等部门加强合作，有效整合社区康复资源,建立家

庭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医院—社区—家庭有机衔接

的精神障碍康复服务模式。

四、建立健全精神卫生工作培训宣传机制

（一）建立多层次多部门精神卫生工作培训制度

由卫生计生部门组织开展包括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疾控机

构业务骨干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参加的精神卫生工作

业务培训；由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多部门人员培

训，培训范围涵盖小组全体成员，所辖中小学校、社区以及基

层所有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人员，使其了解精神卫生综合管理

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掌握必要基本技能，主动配合协助开展工

作。区级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接受一次培训，乡级、村级工作人

员每年至少接受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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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精神卫生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广泛宣传

精神卫生核心知识，以及患者战胜疾病，回归社会的典型事例，

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正确对待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广电旅游部门要在每年 10 月 10 日“世界精神卫

生日”免费播放精神卫生公益广告。文明办将精神卫生知识知

晓率纳入文明单位考核范围，区级以上文明单位精神卫生知晓

率达 80%以上。教育、司法、公安、工会、共青团、妇联、老

龄等部门要针对学生、农村妇女、留守儿童、职业人群、被监

管人员、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分别制订宣传教育策略，有针对性

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各类学校学生每学年接受精神卫生

相关知识教育不少于一课时。卫生计生部门要组织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卫生宣传，增进公众对精神健康及精神

卫生服务的了解，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五、建立健全精神卫生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一）加大精神卫生工作投入力度

区发改委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区财

政局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落实对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投入倾斜政策。

（二）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待遇水平

依法依规落实医疗机构、康复机构中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

相关津贴，在绩效考核中给予倾斜，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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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水平。

（三）建立精神卫生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

积极开拓精神卫生公益性事业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

进入精神卫生服务和社区康复等领域，政府以购买服务或税收

优惠等方式给予扶持。

附件：华龙区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019 年 1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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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龙区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葛 岩（副区长）

副组长：侯 静（区政府办副主任）

黄振军（区卫生计生委主任）

陈海军（区综治办主任）

成 员：丁纪刚（区政府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鲁洪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世英（区委区政府督查局副局长）

逯金凤（区发改委副主任）

赵腾涛（区财政局副局长）

王海霞（区人社局副局长）

岳卫东（区政府总督学）

宋习平（区民政局副局长）

乔 雷（孟轲公安分局副局长）

杨道存（中原公安分局副局长）

葛志国（大庆公安分局副局长）

魏建忠（胜利分局副局长）

吴宝书（建设分局副局长）

赵怀新（区卫生计生委科级干部）



— 14 —

吴敬敏（区科技局副局长）

马臣府（区司法局副局长）

刘丽霞（区民族宗教局办公室主任）

王凤存（区食品药品管理局副局长）

朱晓红（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邢晓洁（共青团华龙区委书记）

程萍娜（区妇联副主席）

杨桂华（区总工会副主任科员）

苗 岩（区残联主任科员）

李 雷（区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王继锋（区慈善总会秘书长）

曹 斌（区疾控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

在区卫生计生委，办公室主任赵怀新（兼），副主任曹斌（兼）、

孟瑞萍（区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