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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关 注

2021年金沙街道开展≥65岁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
工作情况及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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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老年人群普遍存在健康问题，
提高辖区重点人群，
特别是老年人健康服务管理的水平和老年
人生活质量。
方法

通过开展≥65岁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
分析健康体检结果数据。
结果

发现慢性病、
恶性肿瘤等危害健康因素，
作出慢性病健康管理干预措施。
结论

在老年及高危人群中

通过预防为主、
有病早治方法、
提

倡健康生活方式，
提升老年及高危人群的健康素养，
增强自我保健意识，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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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公
[1]

检。经统计，2021年金沙街道辖区应体检人数为
30 562人，其中老年人数为26 122人。

共卫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提高辖区

1.3

重点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健康服务管理的水平，近

体格检查的基础上，加做两大常规(血、尿)检查、

年来，在委区政府、区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和安排

肝功能及血脂检查、肾功能检查、空腹血糖测试、

下，各镇街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每年为辖区重

十二导联心电图检查、B超(肝、胆、胰、脾)检查，以

点人群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健康管理

[2-3]

。2021年，

区卫健委继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重点项目质量
年活动”，努力实现以重点人群免费健康体检、健

2

金沙街道下辖14个居、9个村，辖区内有区级
站10家、农村卫生室14家，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健

目的
总体目标

方法

医院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家、城区卫生服务

质量的工作格局。

1.1

在症状问询以及一般

及胸部X线检查，并主动开展肺结核病筛查[4]。

康管理为抓手，切实提升公共卫生重点项目工作

1

主要体检项目包括

全[5-6]。金沙街道常住人口约12.96万，其中≥65岁
区政府将≥65岁老年人健康

的老年人约有3.48万人。体检工作开展以来，辖区

体检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提

基层医疗单位整体联动，分城区、城东、城西、城

出“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率≥75%和健康管理率

中4个片区，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发展情况，分

≥70%”的工作指标，和“以真实为核心、质量为灵

批次开展本年度免费健康体检工作。

魂、规范为标准、奖惩为手段”的重点工作要求。

2.1

1.2

辖区内≥65周

置悬挂横幅、更新宣传栏、张贴体检告知单、在电

岁的常住户籍居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精神

子屏显示免费体检内容，对所辖村(居)居民进行

障碍性疾病的常住居民等，在本地常住超过半年

摸底排查，按要求确定体检对象，建立花名册，填

的≥65周岁非户籍居民也可以参加本辖区免费体

写发放统一印制的体检通知单。

符合政策的免费体检对象

宣传发动

4月，各单位积极宣传，在醒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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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施体检

5—11月，结合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采取控减每日体检数量和延长体检时间跨度

取了1 000名≥65岁老人电子健康档案，查找影响
健康的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因素。

等措施，按计划分批次由卫生室人员带领辖区体

通过对金沙街道15 295名参加体检的≥65岁

检对象到所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体检，区疾

老年人2021年度体检结果分析，发现体检的异常

控中心每天派员巡回参与，对参加体检的人数和

结果主要集中在血压升高、血脂升高、血糖升高、

体检质量进行现场质控

[7-8]

。12月上旬，集中对未

肝功能异常、心电图异常和胆石症这五类。结合体

能及时体检的应检对象进行补检。

检过程中对体检对象问询、健康状况和生活自理

2.3

能力评估、抽样数据等信息，发现我辖区的老年人

重复试验

在送检时随机抽取任意血样送

区疾控中心进行重复试验，首批送检时设2人份，

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还不够高，存在不良生活方

此后随机再做8人份，每单位≥10人次。重复试验

式多见吸烟、酗酒、高盐饮食以及少运动等。这提

结果记入专门表格，工作结束后交体检医院汇总

示辖区≥65岁老年人疾病健康指导干预的重点仍

报区公卫项目办。同一人的样本1检验报告转卫

是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尤其是老年人“防三高”、改

生室，样本2报告(注明对应的真实姓名)留医院备

善心血管系统功能、提倡健康生活方式等[11-12]。

查。发现明显不符的立即向区卫健委报告，并查找
原因，倒追责任。
2.4

结果反馈

每一阶段的体检结束后，各体检

4
4.1

讨论
体检工作存在问题

医院在一周内打印总检报告，并将体检报告和心

4.1.1

电图报告单转交到卫生室(服务站)通知体检对象

单位仍采取往年进驻村居形式开展体检，受检测

(家属)领取。对无明显异常结果的，提出健康生活

设备影响，常规体检和B超胸透检查分阶段进行，

方式意见建议，对体检结果明显异常的，现场告知

导致部分农村老年人和特殊对象(精神病患者等)

体检对象或其家庭成员，提出就诊、复查或转诊意

因路途较远，身体不便，无人陪同等原因，未能接

见建议，确保所有体检结果反馈到位。12月底前完

受B超、胸透检查。

成辖区体检对象体检信息录入系统工作

3
3.1

[9-10]

。

个别体检

各村(居)间体检工作开展不平衡

老年

人体检情况和老年人健康管理在各村(居)单位间

结果
体检情况

4.1.2

还没能全面实行一站式体检

表现为不平衡，不管是体检人数还是管理率，农村
从2021年金沙街道老年人体检

都要好于城区。少数城区社区老年人体检率和管

任务完成情况来看，总体情况较好，但就城区和农

理率均＜20%，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

村体检工作开展情况对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

分单位医生工作责任心不强，宣传发动不到位；二

均衡，农村老年人体检率较高，部分单位体检人数

是城区居民对免费体检项目认可程度不高；三是

超过任务数，而城区老年人体检率相对较低，部分

城区居民退休职工较多，多可以参加自己原单位

单位体检率＜20%。

组织的健康体检而不愿意参加等[13-14]。

3.2

4.1.3

体检结果

金沙街道参加体检的老年人中，

体检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个别体检

既往无慢性病病史，
且体检指标均无异常者4 523人，

单位片面追求进度，每日安排体检人数较多，超过

占体检总人数的29.57%。通过B超和胸透检查，共

常规承受能力，或为完成任务，不影响其他正常工

发现疑似肿瘤56例，经复查后确诊肿瘤15例(肺癌

作，安排非卫技专业人员进行体检，有的单位组织

10例、肝癌5例)、胸水15例、腹水6例。2021年全区

不够有序，质量控制不严，体检质量不高或出现漏

约18.29万老年人参加此次免费体检，共筛出疑似

检项目现象。

肿瘤364例，经复查确诊恶性肿瘤35例(肺癌14例、

4.1.4

肝癌18例、胰腺癌2例、肾癌1例)，今年恶性肿瘤

检单位、卫生室(服务站)在对老年人体检结果

发现率较往年有明显下降，约占到体检总人数的

记 录、评价时存在不到位、不正确，健康指导未

1.9‰。

认真填写，或针对性不强等现象。部分老年人生

体检结束后，使用随机抽样方法，在系统中抽

体检结果记录还需进一步规范

部分体

活自理能力评估记录原始表未填写或与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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