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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全科医生对执业方式改革及执业满意度的调查研究

赵摇 睿1,刘摇 峰1,张长春2,朱摇 坤2,王晓莹1,丁楠楠1

[摘要]目的:了解安徽省全科医生对执业方式改革及执业现状的满意度,并探讨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抽取

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50 所,选取调查当日 50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的全科医

生为问卷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包括卫生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对执业方式改革的认知情况、与居民签约服务情况、对执业现

状的满意度。 结果:在 387 名全科医生中,有 178 人(46. 00% )知晓医生可多点执业,有 199 人(51. 42% )支持医生多点执业,
有 128 人(33. 07% )认为所在单位支持医生多点执业;有 219 人(56. 59% )所在单位已经开展了与居民的签约服务;有 228 人

(58. 92% )支持居民签约服务;有 244 人(63. 05% )赞成病人自由选择医生;有 142 人(36. 68% )赞成医生自由选择病人。 对

目前执业状况,5 个具体方面评价选择不满意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奖金分配(37. 98% )、工作负荷(36. 69% )、医患关系

(33. 07% )、工作环境(27. 91% )和工作内容(27. 39% )。 认为制约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相关设施服务不健全

(33. 67% )、单位制度制约(32. 81% )、工作压力大(12. 51% )以及基层医生数量不足(17. 29% )。 结论:安徽省全科医生对执

业方式改革的积极性较高,执业满意度不高,并存在各种制约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因素。 应加大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相关设

施服务建设,设置多点执业准入标准,引导全科医生多点执业;完善单位制度,合理制定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提高全科医生的

执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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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practice mode reform and satisfaction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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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e mode reform and satisfaction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Anhui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Using a self鄄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 total of 50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and township health center) were selected in Anhui.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cognition of reform in practice,contract with the residents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with the practice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mong the 387 general practitioners,178(46. 00% ) doctors knew that physicians can conduct in multi鄄site practice,199(51. 42% )
doctors supported multi鄄site practice,128 (33. 07% ) doctors thought that their unit supported multi鄄site practice,219 (56. 59% )
doctors unit signed the contract service with the residents,228 (58. 92% ) doctors supported the contract services,244 (63. 05% )
doctors were in favor of patient selecting doctor, and 142 (36. 68% ) agreed with the doctor choosing patient. The proportions of
dissatisfaction from high to low were bonus allocation(37. 98% ),working load(36. 69% ),doctor鄄patient relationship(33. 07% ),
working environment(27. 91% ) and working content(27. 39% ) in turn. The main reasons restricting general practitioners忆 multi鄄site
practice were the related facilities service imperfect(33. 67% ),unit system restriction(32. 81% ),heavy work pressure(12. 51% ),and
lack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17. 29% ) in turn. Conclusions: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Anhui have high positivity in the reform of the
practice and low satisfaction with practice,and many factors restrict the multi鄄site practic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Strengthening the
related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of multi鄄site practice,setting the multi鄄site practice standard,guiding the multi鄄site practice,improving unit
system and rational formulating assignment system ca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with practice.
摇 [Key words] general practitioner;practice mode;practice satisfaction

摇 摇 2016 年 8 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健康中国 2030冶已经形成国策。 其强

调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要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就要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1]。 其中能够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最为重要的就是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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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 加快培养全科医生,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科医

生制度,是迈向健康中国的基石,是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的关键[2]。 根据《2017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

年鉴》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我国经培训合格的全科

医生达 20. 9 万人。 对照 2020 年每万城乡居民应有

2 ~ 3 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农村每千服务人口至少有

1 名乡村医生,全科医生数量应达到 30 万人以上才

能基本满足“小病在基层冶的人力资源需求[3]。 从

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全科医生数量仍然不足。 2012
年国家对 10 个城市启动了“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

服务模式改革试点冶工程[4]。 但受制于多种原因,
到目前为止,全科医生多点执业改革工作进展仍然

缓慢[5]。 本研究从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角度,了解

安徽省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执业满意度现状及其影

响因素,旨在为进一步促进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提供参考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 摇 调查对象 摇 抽选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50 所,选取

调查当日 50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的全科医生

为问卷调查对象。 采用现场调查方法,发放问卷

400 份,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387 份, 有 效 应 答 率 为

96. 75% 。
1. 2摇 调查方法摇 通过文献搜集法和专家咨询法自

行设计调查问卷。 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卫生技术

人员的基本情况,对执业方式改革的认知情况,与居

民签约服务情况,对执业现状的满意度。 由经过专

业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现场调

查。 问卷调查采用匿名形式,将缺失项超过 4 项的

问卷作为无效问卷处理。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使用 SPSS 16. 0 软件对所得的

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取频数分

布,以构成比(% )表示。

2摇 结果

2. 1 摇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摇 本研究回收有效问

卷 387份, 其中男 267 人 ( 68. 99% ), 女 120 人

(31. 01% );年龄 < 30 岁 63 人(16. 28% ),30 ~ 45
岁 215 人(55. 55% ), > 45 岁 109 人(28. 17);学历

为中专及以下者 183 人(47. 29% ),大专学历 136 人

(35. 14% ),本科及以上者 68 人(17. 57%);初级职

称者 226 人(58. 40%),中级职称者 78 人(20. 15%),
高级职称 83 人(21. 45%);从事专业为内科的 207

人(53. 49%),外科 78 人(20. 16%),妇产科 54 人

(13. 95%),儿科 48 人(12. 40%)。
2. 2摇 对执业方式改革的认知情况摇 在 387 名全科

医生中,有 178 人(46. 00% )知晓医生可多点执业;
有 199 人(51. 42% )支持医生多点执业;有 128 人

(33. 07% )认为所在单位支持医生多点执业(见表

1)。 另外,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制约全科医生多

点执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相关设施服务不健全

(33. 67% )、单位制度制约(32. 81% )、工作压力大

(12. 51% )、基层医生数量不足(17. 29% )。

表 1摇 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执业方式改革的认知情况(n = 387)

执业方式改革 人数 构成比 / %

是否知晓医生可多点执业

摇 是 178 46. 00

摇 否 122 31. 52

摇 不清楚 87 22. 48

是否支持医生多点执业

摇 是 199 51. 42

摇 否 102 26. 36

摇 不清楚 86 22. 22

所在单位是否支持医生多点执业

摇 是 128 33. 07

摇 否 163 42. 12

摇 不清楚 96 24. 81

2. 3摇 与居民签约服务情况 摇 有 219 人(56. 59% )
所在单位已经开展了与居民的签约服务;有 228 人

(58. 92% )支持居民签约服务;有 244 人(63. 05% )
赞成病人自由选择医生;有 142 人(36. 68% )赞成

医生自由选择病人(见表 2)。
2. 4摇 对执业现状的满意度评价摇 执业现状满意度

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工作负

荷、奖金分配、医患关系和总体感觉评价。 结果显示,
满意度最低的是奖金分配,仅有 79 人(20. 41%)对
此项评价是满意;其次是工作负荷,仅有 85 人

(21. 96% ) 对 此 表 示 满 意。 另 外, 仅 有 96 人

(24. 81% )表示对于执业现状的总体评价是满意

(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的基础,在现行医疗体制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而全科医生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力

军,是家庭健康、人民健康的“守门人冶 [6] 。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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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居民签约服务的看法(n = 387)

签约服务情况 人数 构成比 / %

所在单位是否开展了签约服务

摇 是 219 56. 59

摇 否 87 22. 48

摇 不清楚 81 20. 93

是否支持签约服务

摇 是 228 58. 92

摇 否 85 21. 96

摇 不清楚 74 19. 12

是否赞成病人自由选择医生

摇 是 244 63. 05

摇 否 83 21. 45

摇 不清楚 60 15. 50

是否赞成医生自由选择病人

摇 是 142 36. 69

摇 否 178 46. 00

摇 不清楚 67 17. 31

摇 表 3摇 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执业状况的满意度评价[n;百
分率(% )]

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工作内容 136(35. 14) 145(37. 47) 106(27. 39)

工作环境 116(29. 97) 163(42. 12) 108(27. 91)

工作负荷 85(21. 96) 160(41. 34) 142(36. 70)

奖金分配 79(20. 41) 161(41. 61) 147(37. 98)

医患关系 115(29. 72) 144(37. 21) 128(33. 07)

总体评价 96(24. 81) 181(46. 77) 110(28. 42)

全科医疗人员相对短缺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医疗服

务,是医疗行业决策者们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而

推进全科医生多点执业则是破解难题的有效途径之

一[7]。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生制度,重视全

科医生的执业满意度状况,是稳定全科医生队伍的

重要环节[8 - 9]。
3. 1摇 全科医生基本情况分析摇 研究显示,被调查者

的学历在中专及以下的占 47. 29% ,初级职称者占

58. 40% 。 全科医生整体的学历和职称水平较低,这
与近年来的相关文献[10 - 12]报道一致。 另外,调查结

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 35. 75 岁,且年龄在

30 ~ 45 岁居多(55. 55% ),被调查者多数是具有一

定临床经验的年轻医生。 分析认为,年轻医生对于

执业改革的认同度较高,执业灵活性比较大,因此更

支持全科医生的执业方式改革[4]。 但其基础学历

较低以及职称晋升不理想可能影响其职业满意

度[13]。 由此可以看出,全科医生对于执业方式改革

的参与积极性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对于全科医生

执业改革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和实施是有利的。 此

外,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全科医生职称评定体系,激励

学历以及职称层次较高的医生充实到全科医生队伍

中,改善基层医务卫生人员的学历和职称结构,提升

全科医生的执业满意度[14 - 15]。
3. 2摇 全科医生对执业方式改革认知的情况分析摇
通过本研究发现,全科医生对执业方式改革的认知

有一定的局限性,全科医生多点执业政策推进有一

定的难度。 制约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因素主要有相

关设施服务不健全、单位制度制约、工作压力大、基
层医生数量不足等。 许多医生愿意开展多点执业,
认为这样既可增加收入,还可以使技能得到提高,但
是却受到很多阻碍。 比如相关配套的支撑政策和服

务平台的建设不健全,无相关法律支撑,医疗风险无

保障,再加上全科医生不仅要出诊,还要参与公共卫

生活动,基于现有的工作量,全科医生很难有精力再

去进行多点执业[16]。 另外,很多单位对于医生开展

多点执业积极性并不高,也没有相应的人事管理政

策和薪酬制度,甚至不支持医生多点执业,认为多点

执业会影响机构自身的医疗工作[17]。 因此,政府在

推动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医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行政机构,在保证原医疗机

构利益的前提下,为全科医生多点执业提供更多的

支持和便利。 同时还要建立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准

入标准,确保全科医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多

点执业的工作,并建立备案制度和相应追踪检查制

度,确保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服务质量。 搭建完善

的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全科医生多点执业的开展,发
挥好全科医生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

健康服务。
3. 3摇 与居民签约服务状况分析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签约服务已经取得了

初步效果。 全科医生个人及其所在单位都积极参与

到与家庭建立签约模式。 签约服务不仅改善了疾病

管理效果,控制了医疗费用,更是拉近了居民和全科

医生的关系,有利于推动基层医疗首诊和分级诊疗

制度的建立[18]。 虽然我国全科医生签约服务进展

较好,但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及挑战。 目前全科医

生队伍尚不能满足签约服务的需求,签约服务的激

励机制仍未建立,居民对签约服务的认识不清晰以

及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等[19]。 围绕目前出现的问

题,应尽快制定相应配套措施和操作办法。 加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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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队伍建设,对全科医生的签约服务提供奖励

政策,鼓励他们积极开展签约服务。 只有给全科医

生配套联动的政策支撑,赋予他们管理人民健康的

权力和动力,才能把健康中国的根基扎牢,以更高的

效益去守护人民的健康。
3. 4摇 影响全科医生执业满意度的因素分析摇 本研

究结果表明,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于执业满意度的

总体评价不高,持满意态度的仅有 24. 81% 。 影响

执业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

负荷、奖金分配和医患关系等。 尤其是奖金分配问

题,全科医生满意的仅占 20. 41% 。 分析认为,全科

医生的执业满意度对全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有着直

接的影响作用。 对全科医生的数量以及质量水平也

有着密切的联系。 全科医生执业满意度的降低最终

会影响基层医疗的普及以及全科医生队伍的稳定

性[20 - 21]。 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全科医生

激励机制,缓解全科医生工作压力,改善基层医疗机

构卫生环境,多渠道激励全科医生优秀人才向基层

转移。 只有高度重视全科医生们的未来职业发展以

及福利待遇等相关问题,保障全科医生应有的权益,
重视基层卫生人员的执业满意度,才能使他们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地、主动地投入

到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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