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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视野下全预约服务为起点的
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分析
赖光强 1，夏萍 2*
【摘要】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iAP）及坚持共建共享、动员全社会

参与两大原则。分级诊疗制度的分诊体系、首诊制度和转诊系统三要素，符合以健康为中心和全员参与的健康中国战略。
本文以健康中国战略的视野，分析了以全预约服务为起点和公众体验及满意为目标的参与式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以深
圳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样本实践为基础，具体从全预约服务、先全科后专科、团队式专家诊疗模式、急诊五类分级
就诊、医患关系和公众满意度管理等方面进行阐述，充分论证了全预约服务能有效推动分级诊疗体系的构建，保证了
公众在医改阵痛期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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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in All Policies and Adhering to Co-construction & Sharing with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re
proposed as two principles in Healthy China 2030 Development Plan.As three essential factors of the hierarchical medical system，
hierarchical system，initial diagnosis system and referral system accord with the Health-oriented Full Particip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Based on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ll-appointment service in the participatory hierarchical
medical system that focuses on the public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Taking the pilot points in Shenzhen public hospitals as
examples，this article elaborates in the aspects of all-appointment service，referral service from the general practice department
to the specialized departments，team-based expert diagnose and treatment mode，five categories of emergency treatment，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management.Also this article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all-appointment service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hierarchical medical system and ensures the public's sense of fulfillment and satisfaction
during the painful period of med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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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中
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6 年 10 月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提出了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iAP）及坚持共建共
享、动员全社会参与两大原则［2］。有专家认为，国务院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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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2015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
见》以及 2017 年 5 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7 年重点
任务》将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和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选
择［3］，分级诊疗制度涵盖了分诊体系、首诊制度、转诊系统
三大要素［4］，在实际操作层面与以健康为中心和全员参与的
健康中国战略原则相吻合。建立全预约服务为基础的分级诊
疗服务体系，改善国民医疗服务获得感是健康中国战略 HiAP
的起点。
深圳市肩负着全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角色，在建
立以罗湖医院集团为典型代表的基层医疗集团、实施国家分
级诊疗体系方面大放异彩，而基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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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改革如管办分离、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以及人员
去编制化管理等，则始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本文以深圳市
公立医院改革样本试点——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作为研究样本，
将其在国内率先推行的一系列全新的举措，包括全预约就诊
制、先全科后专科、团队式专家诊疗模式等进行解读分析。
研究样本医院在国内率先建立和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低
成本高效益的、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的全新医疗服务
模式，特别是率先建立全预约分级诊疗体系、合理分配医疗
资源、倡导文明就医文化，使患者得到科学有效的分流，增
强了医疗服务受众的获得感。
1 专业的预约分诊服务是促进分级诊疗健康发展的前提
分级诊疗制度的核心是要合理调配资源，开展以患者为
中心的医疗服务。一般意义上的分诊存在 3 种做法，一是家
人亲朋式的分诊，往往是家庭里的“意见领袖”或“当家人”
做出的基于经验的分诊，分诊给某一位医生；二是社会媒介
的分诊，有可能存在基于广告利益倾向的分诊，同样分诊给
某一位医生；三是医生做出的分诊，即全科医生的专业分诊，
先全科后专科，这是建立在人人拥有家庭医生的基础之上的。
第 1 种和第 2 种分诊方式存在较大局限性，即使是第 3 种由
医生进行的分诊亦有可能存在思维定式或认识局限而出现分
诊错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预约分诊数据均是预约到专科
或二、三级亚专科，这使研究专业预约服务和采集分析患者
预约的习惯行为成为可能，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强大的分诊预
约指引知识库。而分诊预约指引知识库是专业预约分诊服务
的重要标志。
2 预约分诊的委托代理风险是分级诊疗制度的伦理陷阱
2009 年原国家卫生部正式发文要求全国二级以上的综合
医院必须实施预约服务［5］，从而催生了互联网预约公司或互
联网 + 医院等。预约服务在某种意义上是医院市场策略的重
要部分和传感器［3］，预约分诊服务的本质是一种委托代理关
系。医院拥有号源及专家资源，医院可以自己经营这种资源，
也可以委托第三方经营这种资源，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委
托人道德风险”［6］。这个委托人道德风险表现在预约服务上，
主要存在 3 个可能，一是内部人代理，这就是所谓的医院内
部人员插队占队现象；二是外部人骑劫代理，主要指“号贩子”
或“医托”；三是内部人和外部人混合代理。委托人道德风
险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偷懒行为，一些医院委托开发的预
约网站和电话预约服务，没有号源或号源非常少，形同虚设。
这种现象在根本上是医院资源稀缺引起的，特别是医疗中心
城市的专家资源过分集中，这也是国家提倡分级诊疗的原因。
二是过度激励，当下医院存在患者市场的过度竞争，特别是
国内的大型综合医院扩张，及国营医院对民营医院的过度挤
压，从而出现了畸形的医疗竞争和“号贩子”“医托”等现象。
发生在 2016 年的魏则西事件则将这种代理人道德风险暴露于
公众视野。东北女孩怒斥“号贩子”事件和魏则西事件后，
整个预约挂号的第三方商业公司均迅速撇清与“医托”“号
贩子”的可能关系，澄清不收费政策以及承诺不做“号贩子”。
事件推动的另外一个预料之外的改变就是看病实名制的落实。
改革样本医院同样存在“号贩子”问题。屡受攻击瘫痪而更
换 3 次的产科预约电话热线完全不能接通，甚至被《香港大
公报》质疑电话热线是否存在，而黄牛通过拨号软件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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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初检登记预约号从 100 元狂炒至 3 000~5 000 元，2016 年
产科初诊预约投诉占到全年总投诉量的 12%，终于迫使医院
管理部门向“号贩子”宣战，实施产科初检登记预约的公开
摇号，结束了这一长达两年半的纷争。公开、透明、廉洁在
预约公众服务中尤其重要，委托代理的道德风险则是分级诊
疗制度的伦理陷阱。而这个伦理陷阱促进了公众广泛参与全
预约制度设计并对公开透明规则守护，特别是促进了互联网 +
医疗模式的蓬勃发展，这种公众健康服务医疗体验有助于国
民健康素养的形成。
3 预约分诊服务的本质是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2013-09-26《南方都市报》公开报道：“港大深圳医院
运营遇冷，就诊量不及同类医院 25%”［7］，原因直指患者
预约之后爽约的较多，先全科后专科接受度不高，打包收费
让患者有疑虑等；媒体也说出了“遇冷”的另外一个原因，
“对于这家新的医院来说，除了因敢于打破医疗利益陋习饱
受赞誉之后，也因为门庭冷清、科室开放速度相对缓慢而备
受苛责。”于是直接隶属于行政院长的预约中心正式成立，
从而拉开了从全预约服务到调配医院医疗资源的序幕，一个
用门诊预约量来倒逼医疗资源配置的事件发生了，而这个预
约中心在其后 3 年间从 3 人发展至全国最大的医院预约中心
（45 人），预约服务量也从每天 300 人次发展至每天 6 000
人次，在过去 3 年中预约服务量高达 230 万人次，爽约率约
为 19%，而通过预约科室的有效管理，目前爽约率控制在 5%。
医院的门诊量在其后 2 年间从每天 300 人次到 6 000 人次增长
了 400%，开放病床从 300 张增加到 1 700 张，仅用 5 年时间
门诊服务量跃居全市医院前 7 名，成为全国医院预约服务的
典范。预约中心不仅运营自建的 ABS 系统（预约系统）实施
网络预约，也有电话预约和现场预约点，以满足不同层次患
者的服务需求；现场预约点接待首次预约全科或专科门诊的
患者和初诊完后需要复诊的患者，提高了患者满意度。现场
预约点的设立可以说是预约服务的妥协，创新了资源调配方
式，让偶然随机放出的资源可以得到最大化利用。线上和线下，
诊前、诊中、诊后，网络、微信、电话和现场多渠道的预约
分诊体系在资源合理配置目标下得以建立。除此之外，预约
中心对预约大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辅助医院管理层决策，
做出资源配置指令。如对预约中心的数据分析发现，医院门
诊量达到每天 3 000 人次时，很难再使门诊量进一步增加，于
是预约中心提供了最热门号源分布科室，如妇科、儿科、皮
肤科、耳鼻喉科、消化内科，从而帮助医院即刻调配资源充
实这些科室，开放更多门诊号源，从而能很快达到 5 000 人次
的门诊量的目标。这些预约数据有效地帮助医院管理部门全
面评估现有资源，做出充实紧缺资源或激活闲置资源的决策，
这正是医院合理调配资源的重要方式和依据。
4 急诊五类分级就诊和先全科后专科模式是建立首诊制度和
转诊系统的核心
医学是不确定性的科学，我国国内患者没有自己固定的
全科医生，因此随机试错的看病体验和多次看同一个病的感
受让患者难以建立信任感，爽约率居高不下，大量患者仍然
固守先到先得的就医习惯，而在实施先全科后专科机制的医
院如果患者没有预约医院全科门诊服务，则会自然选择急诊
科以作为转入专科门诊的台阶。改革样本医院急诊科实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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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就诊模式，医务人员会根据病情分类安排就诊顺序，优先
诊治危重患者，同一类患者则按先后顺序就诊，具体分类由
重到轻依次为：危殆、危急、紧急、次紧急、非紧急。这种
国际通用的不分科的急诊全科分类就诊模式，是要确保有需
要的患者能够得到积极的救治，对于并不危重、紧急的患者
可以另外选择就诊专科或者预约全科。医院先全科后专科的
预约机制，可以减少急诊分类就诊政策实施带来市民就医习
惯改变或不适应的问题，但同时也出现了市民担心全科医生
素质还不够好、担心误诊漏诊延误诊治仍然坚持看急诊从而
导致医患冲突。
分级诊疗的首诊制度和转诊系统更重要地体现在先全科
后专科的改革上。这个改革需要回答 3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谁是守门人（首诊制度）？二是守门人（首诊医生）与门内
人（专科医生）的关系（转诊系统）？三是如何保持进门者（患
者或市民）参与大门及进门后的管理。其分别对应了先全科
后专科、团队式专家诊疗模式以及全预约服务的流程改造和
资源分配。改革样本医院的做法是：（1）首诊在家庭 / 全科
医生，患者或市民应该有自己的家庭 / 全科医生，而国内没有
足够的符合资质的家庭 / 全科医生，那就需要在改革的医院设
立家庭 / 全科医学科来分流那些临床未分化的或尚未确诊的患
者或市民，同时也包括培训中国未来的合格家庭 / 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进入三级综合医院，实行打包收费提高了家庭医生
的议价价值，更广泛地传播了家庭 / 全科医学科的理念，同时
这也是人人享有家庭医生服务的健康中国梦的重要部分。（2）
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之间为专家团队的合作诊疗模式，改革
样本医院的全科服务和专科服务均不可选择指定医生或预约
指定的医生，这个团队式专家诊疗模式一方面可以保证教学
医院初级医生的成长，释放医疗资源，让更多医生出门诊缓
解看病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理论上也可以逐步减少 doctor
shopping（因为信任缺失而一病多看）的资源浪费问题，因为
医生之间的合作和转诊，可以真正解决患者需要照顾的问题，
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合作和转诊显
然将供给侧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到了最小。（3）患者利用全预
约服务方式进入医疗体系的大门，能便捷地获得医疗服务。
用全预约服务的形式来对医院进行资源调配和流程改造，并
听取患者声音持续改进。有了预约，患者有可能获得提前准
备的医疗资源，从而减少等待时间；有了预约，医院有机会
提前安排资源供给恰当的医生护士进行服务，从而减少资源
的浪费。
先全科后专科的首诊制度和转诊系统是优质高效医疗服
务体系的保障。2011 年 7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
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8］ 以及 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习总书记进一步明确要求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机制，
确保市民得到基本医疗保障，从而使先全科后专科的人人享
有家庭医生之健康中国战略可以走得更快，更接近现实。
5 全预约服务的患者满意度是促进公众健康获得感的重要指标
改革样本医院实施的全预约服务，可以合理配置医疗资
源，有效分流患者，建立新型的就医文化，做好患者满意度
管理。从深圳市卫生计生官网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到满意度管
理成效，改革样本医院的公众满意度一直居于市属三级医院
第 1 名。而从深圳市官方预约平台的公开数据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预约率（即总预约量除以总放号量）指标与受市民欢
迎程度有关，改革样本医院的预约率为 75%~90%。改革样本
医院的放号率（即总放号量占总门诊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100%，即保持提供公开透明服务，没有内部号源。预约比（总
预约量占总门诊量的比例）是全预约服务有效管理的指标，
改革样本医院的预约比为 100%，即坚持全预约服务。给个样
本医院预约比和放号率均为 100%，确保了公众满意度，而预
约比在 40% 以下的医院公众满意度居后 10 位。这个现象反
映了经济特区公开透明的就医文化和市民习惯。患者的声音
和公众满意度的反馈是很重要的资源，其是服务价值所在、
服务的终极目标以及服务的内在动力。公众在接受医疗健康
服务时，其所有的服务体验将对其选择退出、发表意见和忠
诚选择产生影响。
总之，分级诊疗是一体化的医疗服务模式，是一项公共
政策，需要听取公众的声音，也需要听取医护人员的声音；
需要多项资源整合、制度创新以及健康综合治理，只有利益
相关者形成合力，才能顺利实施分级诊疗制度改革，促进改
革向纵深推进。以全预约服务为起点的分级诊疗体系不仅是
将患者预约进来，更重要的是从入口上开始试图建立良好的
医患沟通关系［6］，引导患者形成更加合理的就医习惯，更敏
锐地捕捉医疗市场的反应和声音，从而推进医院全面优质服
务的开展。
作者贡献：赖光强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文献资料收
集整理，撰写论文，并进行英文的修订；夏萍进行论文的修订、
质量控制和全文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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