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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帐：支出与收入
Allen Foster
英国伦敦 伦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 国际眼健康中
心 联合主任

眼科机构的管理者们往往面对两个
关键问题：
●

怎么降低成本？

●

如何创收？

成本 / 支出
所有眼科服务的成本可以分为两
类：
●

发展成本——一次性的或不经常

发生的支出
●

服务（运作）成本——连续不断

门诊量是支撑眼保健财务可持续性的关键

临时发生，而且一旦投入了，就不再会

造一个积极的工作氛围。
提高生产率不会减少工资支出。
这些不断发生的支出包括工资、耗
但是（在员工数量相和时间相同的前提
材、公用设施（水和电）、房租、维护、
下），如果患者支付服务费用，看更多
资产折旧费用等。
的门诊病人、配更多的眼镜以及做更多
的眼科手术，就能提高财务状况和服务
如何减少支出
的可持续性。
你可以通过只雇用最基本的人员来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降低耗材的支
降低工资支出。对每位雇员的职责应当 出：
有清晰的描述，并贴合他们的技能。利

对眼科服务的日常财政可持续性起关键

用年度绩效考核、制定目标、对表现良

●

作用。

好者进行非金钱的鼓励等手段，能够营

●

发生的支出（每周、每月或每年）

发展成本
在本文，我们假定发展成本支出（设
备、仪器、车辆、员工培训）是一次性
支出，由政府、非政府组织（NGO），
当地慈善人士或医院积蓄来支付。这些
发展性投入十分重要，但是，它们往往

服务（运作）成本

只购买最基本的耗材
进行批发采购

关于本期
Thulasiraj Ravilla
印度 马杜赖 阿拉汶眼保健体系 狮子会阿拉
汶社区眼科学院 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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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可能是机构
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主要是因
为它的威慑力能迅速生效：资金一旦

缺乏，工作就会很快陷入停顿。
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这种苦楚：对
外部资金的依赖会损害机构的发展，甚
至威胁到机构生存——尤其是当机构的
日常运转都需要依赖资助之时。
面对渐增的老龄化人口和现有保
健力量的不足（包括缺乏促进健康和
预防疾病服务），眼保健服务和眼科

机构不仅要在未来这些年维持自身，
还需要大幅扩张以应对增长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个紧迫的问题，这一期
内容为我们分享了个案，提供了建
议以降低成本（包括提升工作效率）
和创收，以及有效地管理供应链，
以保证服务能不间断，同时严格保
证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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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普通药品和普通耗材，由此
避免昂贵的“品牌货”或标注了设计大
师名字的耗材
● 确保眼保健工作人员具有节约意
识（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保持最低耗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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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内
购买服务的患者。可能是门诊诊查、
治疗或者手术服务，患者可能支付这些
服务的全部成本。如果患者无法支付，
那么就需要其他资金来源补贴。

把服务的实际成本（比如白内障手
术、门诊诊查或老花眼镜）计算清楚十
分重要。把所有持续发生的支出都归到
此计算中，如：工资、耗材、水、电、
租金、维护和折旧费。一旦所有服务成
本都清楚了，你就能判断需要有多少收
入才能把服务维持下去。
“完全成本回收”是一个常见的财
务术语，它所包含的所有花费能让我们
算出所有的服务成本。

其他眼科患者。有些医院根据患
者的收入或支付能力来收费。对一些患
者收取超过实际服务成本的费用，这样
医院就能为那些无力支付的患者提供同
等服务。这种做法叫做“分层”服务：
同样的服务以不同的价格提供给不同
的人。由于有的人收费多而有的人收费
少，这种模式可能看起来并没有让收入
增多。但是，因为治疗变得让更多的人
支付得起，所以医院能够吸引更多病人，
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增加整体收入。
创收有多种途径：
另一种方法是增加非医疗服务来收
取额外的费用。比如，有足够财力的人
1. 医院内
可以选择支付额外的钱，来享受约定时
2. 社区内
间的个人诊疗服务，以及住有空调、互
3. 全国层面
联网和浴室的独立病房。这些非医疗服
4. 国际层面
作为服务者，收入来源与你越近， 务的收入，可以用来补贴没有支付能力
你就越能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如果收 的患者的诊疗服务、治疗和手术。这种
入来源离你很远（比如你正在接受国家 模式就像航空旅行——人们可以根据个
或国际资助），你可以通过开发离“家” 人经济情况选择坐头等舱、商务舱或者
近的（比如在医院内或在社区内）新的 经济舱！但是保证同样高质量的医疗服
收入来源，来提高自力更生和自主能力。 务对每位患者都非常重要。就好像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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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尤其是当服务能提升他们的
名气或形象（他们的“品牌”）时。
有时候，当地的服务团体、企业或
者个人会以志愿者的方式进行支持。这
样也许会加入自身的困难，但是应当加
以尝试，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尽量
采用志愿者。志愿者可以帮助翻译，或
帮助不识字的患者填写表格。他们还能
帮助运作小吃摊，为眼科增加收入。

下面我们展开来谈谈这些方面：

捐赠。有些医药公司、或者涉足眼
保健行业的企业，可能会适当捐助基本
药物或设备。这样可以降低低收入人群
的服务成本。以往的社区眼健康杂志已
经提供了如何争取此类捐赠的信息。

销售眼镜能够增加收入

飞机时，不管你乘坐的舱位如何，飞行
员始终是同一位。
出售眼镜和眼药。销售能直接购买
或当场制作的成品眼镜可以带来利润。
同样的，眼药也可以批发买进后再零售
给病人。

积少可以成多
如果一个人每天销售 40 副眼镜，
每副利润为 2 英镑，1 年 250 个
工作日则可以得到 2 万英镑收
入， 这 笔 收 入 可 补 贴 400 例 白
内障手术（每例 500 元）。

开展小生意来创收。医院可以通过
开创小生意来创收（比如小茶馆或小咖
啡馆、小餐馆，或者为患者家属提供住
宿服务）。
十分重要的是，对这些辅助创收活
动要有良好的管理，以确保眼科服务质
量维持在高水平。

二、社区内
本地慈善捐助。当地的个人或社
区内的一些服务团体也许会提供部分经
费，来支持院外义诊、给贫困患者的眼
病手术、或者购买设备或房屋。
公司赞助。同样的，当地的企业也
可能会出资赞助眼保健服务，行使企业

三、国家层面
政府。卫生部可能会提供一部分运
营成本，或者仅支付部分人员工资，或
对“床位或服务”进行拨款。政府有责
任为大众提供健康服务。如果存在这样
的需求，就应当要求和鼓励政府向眼保
健服务提供资金。

如何保证高质量
在采取以上措施降低成本和增加收
入时，必须要保证服务质量和病人的满
意度维持在最高水平。不断地监控治疗
结果和病人满意度，这样在任何问题出
现时，都能够得到处理并保证高质量。
过往的社区眼健康杂志提供了有关如何
监控医疗质量和病人满意度的内容。

保证财务可持续的终极建
议：
在寻找更多的资源之前，好好的
利用已有的资源。
● 为了减少支出，
只购买最基本的、
普通耗材，并且批发购买。
● 只雇用必要的员工，这些人必须
训练有素，且熟知自己的工作职责。
● 通过设定目标，定期绩效，非物
质鼓励等手段，营造一种积极的工作氛
围。
● 作为直接服务者，要开发离你近的
收入来源，这样会提升项目的自主能力。
●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通过医疗和
非医疗服务来增加收入。
● 寻找所在社区的资金来源，以及
保险（如果有的话），来增加额外的收
入来源。
● 利用外部资源来支付项目启动成
本，或支付如人员培训或购买设备等发
展方面的支出。
●

国内民间组织、基金会或公司。
国内可能有受委托提高眼保健的民间
组织，它们可以为部分服务提供资金。
除此之外，某个基金会或公司也可能
愿意提供赞助，虽然这类赞助更可能
用于发展成本，而不是服务提供（运作）
成本。
相较于政府部门，这篇文章中所讨
保险。国家为全部或部分人口提供
论的方法可能对非政府部门来说更容易
的保险也可用于补助或支付服务成本。
操作。不过，控制成本和增加收入的原
理对所有的机构来说都是相同的。怎么
四、国际层面
适用它们，还需要您因地制宜，或许还
双边或多边发展援助。政府对政府 要一点点创新！
间的援助可用于眼保健服务。这样的例
子有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的
河盲和沙眼防治项目。这样的资助通常
由国家卫生部来管理。
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很多国际非政
府组织为眼保健服务提供支持。迄今为
止最好将这种方法用在发展成本方面，
如人员培训或一次性的设备添置上。这
类资金也可用于早期启动成本，直到项
目本身的月度、年度支出能依靠来自患
者和社区的收入或国内资助解决。长期
依靠国际非政府组织解决运作成本无益
于财务稳定和自力更生。

参考：
1. 有关成本完全回收的说明见 www.fit4funding.
org.uk/support-pages/making-applications/
full-cost-recovery/ 在该页左面还有一则
关于成本完全回收的案例。
2. Cordero I, Murray N, Nkumbe HE.《捐助：
如何真正受益》，社区眼健康 2010 年 23 期，
32-33。
3. Cordero I，《捐赠的耗材和手术器材：如
何真正受益》，社区眼健康 2011 年第 24 期，
41
4. 社区眼健康 2011 年， 《视觉 2020 的 20 年：
信息为王》。
5. 社区眼健康 2012 年，《以病人为中心的眼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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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自立：为资助方撤离做准备

Thulasiraj Ravilla

Bo Wiafe

印度 马杜赖 阿拉文眼保健体系 狮子会阿

加纳 阿克拉 环球视力手术 非洲区域主管

拉文社区眼科学院 执行董事

bwiafe@operationeyesight.com

翻译：鹿庆 国际奥比斯
很多眼保健项目是由资助方支持
的，一旦资助停止，这些项目就可能瘫
痪。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解一下一些项
目和机构是怎样在资助方撤离的情况下
继续运行的。我曾经在加纳、赞比亚、
肯尼亚和卢旺达等国家的政府、教会和
私立机构中工作，希望和各位分享我们
在其中一些机构里为达到机构可持续性
所做的努力。

眼保健服务的设计会影响医院的日
常运行费用及提供服务所需的资源（包
括投资这些资源的费用）。这在一个区
级眼保健项目医院确实如此：

区级眼保健项目
在这一级，约 80% 的眼保健服务
需求都是相对简单的，如屈光不正或者
白内障手术。剩余 20% 需求是像玻璃体、
视网膜这些比较复杂的手术干预。
一个设计完善、管理良好的眼科项
目，能在社区解决简单需求（80%），
这样对患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投入和花费
就会最小。
初级或社区级的员工经过培训后可
以满足这些简单需求，并且可以识别剩
余 20% 需转诊的病人。所需设备将仅
仅是眼部检查最基本的设备，而应提供
的服务应包括屈光矫正，眼部感染和眼
外伤的初级治疗。
然而，如果当地无法满足患者的服
务需求，患者只能去二级（区级）或三
级医院就诊。这对患者和服务提供者来

开始考虑可持续性问题

工作转换：技师负责眼底照相工作。

医院
说都是相当大的一笔支出。那么，这些
更高级别的眼科中心将在很大程度上治
疗计划外的眼病，它们提供的服务结果
和初级眼保健服务中心没什么两样，还
会让病人花更多的钱。
眼保健服务地点和提供者，对资源
和相关成本的影响很大。

在医院里，以下因素显著影响成本：
临床方案（包括常规检查）
1. 在方案里说明谁负责做什么。
2. 就诊流程和在不同阶段提供相应
服务的院内政策。
接下来用两个与需要做白内障手术
的患者有关的不同案例来说明：

对任何项目来说，不论资助看起来
多么有保障，都应该考虑资金能够维持
多久并作出相应计划。如本杂志第 3 页
所说，一般说来最好能够利用外部资金
作为机构发展和启动资金（培训、设备、
基础设施等），然后开始努力实现机构
的可持续性，用其他渠道获得的更持久
稳定的资金支付机构的持续的运行费用。
我们工作过的项目和机构大部分在
启动之初都已经有了基础设施、设备以
及经过培训的员工，有时还有一些耗材，
以使这些项目和机构得以运转。

患者以严重视力下降为主要
临床表现，需要做白内障手术，医
生建议患者做一些检查（实验室检
查、心电图等）。
● 接下来医生让患者过一段时
间来取结果和告知患者他或她是否
适合做手术。
● 患者按预约的时间回来后，
医生告知患者适合手术。
● 医生为患者做术前检查，如
角膜曲率和 A 超，以计算所需植入
的人工晶体度数。
● 医生或医院和患者约定手术
时间，通常是几天至几个月后。
● 医生核对是否有所需人工晶
体及手术耗材。如果没有，则提前
预定。
● 患者在约定的手术日来医院，
并完成手术。
●

在这个案例里，患者需要来医
院 3-4 次。每次来都要做一系列的
事，比如挂号，重新调病历档案（假
设病历被医院保存），重复某些检
查或问病人同样的问题。
手术医生做很多日常临床和管
理工作，比如测量人工晶体度数，
确保医院有所需的人工晶体。这些
由高薪酬的手术医生重复做的工作，
其实受过培训的技师就能很好地完
成。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成本明显增
高。
相同的情景也会经常出现在矫
正屈光不正的配镜过程中。例如，
如果我们能有合理的规定和就诊流
程，在患者一次来院中完成大部分
的治疗，将会节省一大笔花费，正
如下面的案例介绍到的。

案例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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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以视力下降为主要临床

表现。医生建议患者手术，并根据
医院的方案，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

所有的检查都让受过培训的

技师来完成，包括 A 超和角膜曲率，
结果马上出来。
●

在患者等待之时，医生看完

检查结果后，再次看患者，告诉他
或她可以马上手术。
●

医院管理者负责确认库存有

足量的各种人工晶体，而且设备也
得到定期维护，并处于完好的工作
状态。至此，白内障手术的所有准
备工作已完成。
●

患者入院并接受手术，所有这

些流程在患者一次就诊中就能完成。
通过使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团队
来支持眼科医生处理日常临床和管
理工作，能够节省开支，眼科工作
效率也更高，同时也能以可负担得
起的价格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

一名行政人员、两名眼科护士、两名眼
科技师、五名助理护士、一名设备技师、
两名内勤以及一名司机。如果工作量增
加，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员工人数。
我们每年都会评估团队所有成员的
工作有效性，并据此决定是否可以消减
同他们工作有关的成本或提高其工作产
出（比如看的或治疗的病人数量）。

机构经常性的运行费用包括：

公共费用（水、电、电话）

工资（占总运行费用的 40% 到

很多时候，由于员工没有意识到水
和能源的浪费对机构总支出的影响，所
以大量的水和电被浪费了。我们努力使
员工意识到这一点，并鼓励他们在每天
工作结束时注意关灯、关水，任何漏水
或水电问题都应及时报告并修理。

●

案例 A：

批量购买药品和耗材便宜很多

70%）
耗材
通讯（网络、电话、宣传和提高
认识等）
● 办公和其他费用（包括水、电、
维修等等）。
●
●

接下来，我们得承认在机构的可持
续性和创建人人都能获得的、可负担得
起的高质量服务之间存在着压力。[1] 我
们特别意识到机构的收入也许会太低，
不足以支付日常运行费用，但我们仍要
坚持优质、平等、可及和可支付的服务
原则。

降低成本
两个核心准则是：
1. 使成本尽可能降到最低。
2. 在成本不能进一步降低时，利用
好每一笔资金。

员工成本
只雇用必需的员工。一个典型的团
队应包括一名眼科医师、两名验光师、

办公车辆使用
我们采取了严格措施控制车辆使
用，包括采用车辆管理日志。这样，医
院的车辆使用费用降低了一半。车辆管
理日志还帮助了每家医院如何将每次车
辆使用费计入哪个科室。

大批量采购
我们鼓励医院按年度或季度批量采
购而不是按月采购药物和耗材，眼镜框
采购也按季度。

非眼保健服务
医院的保安、场地维护和餐饮服务
不是眼保健的核心服务，这些服务项目
如果承包给外部公司可能更便宜（称为
“外包”）。我们仔细考虑每种具体情

况，以确保服务外包能够在经济上合理，
并且服务质量能达到要求。

增加收入
我们通过吸引更多病人以及更有效
率的工作，努力提高就诊和手术人数。
我们还通过与医疗保险体系衔接以
拓宽资金渠道，比如，努力确保每个眼
科门诊或科室至少同当地一种医疗保险
衔接（或者由其授权）。
成为医保定点门诊（医院）可能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是值得的。一
般步骤包括：
确保医院 / 门诊由对口的管理部
门颁发许可证（卫生部或当地卫生主管
部门）
● 申请加入医保体系
● 完成医保授权申请表
● 接受医保主管部门审查
● 获得医保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

政府医保（或国家医疗保险）帮
助增加了医院就诊的病人数量。因为病
人来医院就诊不需要现金支付医疗服务
（费用由医保支付），他们更能及时来
医院，而不是拖延就诊。

吸引更多病人
我们决定通过建立一站式服务来吸
引各种类型的病人就诊。一站式服务就像
超市一样包括各种综合型眼科服务，
比如：
●
●
●

眼部手术
视力测试
配眼镜
05

基塔莱眼科可持续发展的服务
经过适当培训并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这样就可以保证设备得到好的维护，并
长期以良好状态运转。
标准化。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和操作
保持高质量的服务
规范以及标准化设备可以提高效率并促
通过采取以下几个策略可以使保持 进服务质量。
3．监控。监控病人就医效果以及
高质量服务：
病人满意度的系统到位，并根据需要采
1. 人力资源。仔细挑选并善待员工，
使他们愿意为工作付出最大努力，包括 取改变的行动。
为员工提供工作必备的设备，提供能力
挑战
建设培训以及确保安全的工作环境。
2. 设备。 使用启动资金或最初获
取得我们目前的成绩非常不容易，
得的资金装备医院，以使医院具备准确 处处充满挑战。对公立医疗机构来说，
诊断疾病所需的必要设备。雇用一位兼 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要鼓励管理者思
职设备维护人员，或者指定另一位员工 考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其他挑战如下
负责设备维护（需要保证设备维护人员 所列：
此外，我们还到公司和工厂为那些
因太忙而不能来就诊的工人提供眼病筛
查服务。

把所有资金放到一个账目下，也
称为多资金合并（而不是把资金分别放
在不同账目下）。这样做会使跟踪项目
进展和向资助方报告变得困难；例如，
本来是为一个活动做的预算可能最后花
在了另一个活动上（见本书第 48 页提
出的解决该问题方法）。
● 由国家医保部门向医院拨付的资
金被拖延。
● 难以留住员工，
尤其是公立医院。
●

参考文献
Shamanna BR，Dandona L，Dandona R，
Rao GN.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Eye Health J
2001; 14(37): 7-8.

眼保健项目的实用会计简介
Heiko Philippin

一步阅读的基础：

坦桑尼亚 莫希 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疗中
心 研究生培训部主任、青光眼专家
philippin@gmx.de

●

在计划一项新的活动时，做预算

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预算就是对预计的
支出和收入的估算。每个活动都需要有

Richard Hess

预算。预算在活动开展时对照检查收入

德国辛根管理专家

和支出，以确保有足够资金和不至于花

richardhess09@gmail.com

费太多。
●

成本中心是不同部门或活动，例

会计软件
最 初， 财 务 系 统 和 标 准 化 程 序
可以由手工建立（纸质文件），并同
时考虑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定。电子数
据表软件可以很好地用于记录收入

Hillary Rono
肯尼亚 基塔莱 基塔莱区医院眼科医生
hkrono@yahoo.com
翻译： 吴敏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眼科服务是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
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设计眼科服务
项目时，要注意经济的可持续性，这样
眼科服务项目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自
给自足。本文叙述了肯尼亚特兰斯佐亚
地区（1 百万人口）中心医院——基塔
莱区医院的眼科如何将成本控制在低水
平、增加收入和维持高质量的眼科服务。
我们眼科有 1 名眼科医生、3 名眼
科全科从业人员和 6 名护士。他们受雇
于卫生部，医院还雇佣了 4 名支持人员
（文员、清洁员和收银员）。
资本发展成本，例如眼科房屋和
设备、培训人员和院外诊疗服务的启
动 资 金 是 由 环 球 视 力 手 术（Operation
Eyesight Universal，OEU）机构支持的。
约 60% 的日常支出由政府出资，
18% 来自内部产生的收入，剩余的 22%
由非政府组织（NGOs）合作伙伴支持。

和 支 出。 一 旦 建 立 了 标 准 化 程 序，

维持低成本

就可以转换到使数据输入、财务计划

人力资源管理

和报告更便捷和安全的软件系统。因
为您可以使用反映项目需求的特定会

如，门诊部、手术室、以及外展服务部

计 科 目 表， 所 以 一 个 普 通 的 会 计 软
门等。一个成本中心应有其独立的账目。 件 包 就 够 用 了。 常 用 的 会 计 软 件 有
考虑成本中心的总支出和总收入是很有 Quickbooks、GnuCash 和 WebERP 等。
用的，可以发现该中心是否在预算内运

一般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使用的软件为

行。

Quickbooks，该软件的详细情况可见

账目就是一系列财务交易记录， www.quickbooks.intuit.com。GnuCash
包括付出（花费）或存入（收入）。 软件是开放源码的、免费的财务软件，

对于任何机构来说，人才都是最重
要的资产。眼科服务工作者稀缺，而且
聘用费高。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优
化员工的安排，例如培训、激励、设定
目标和工作转换。这些将在杂志以后的
内容中详细讨论。

●

电子表格软件会是个很有用的会计工具

机构都是至关重要的，对眼保健项目
也同样如此。眼保健机构的管理者们

www.gnucash.org/）。 WebERP 也

如手术费）。典型的账目范例包括零

是免费的软件，它是一个需要在网络

用现金账目、银行账目、股票账目等。
为不同的活动设立不同的账目可方便
财务管理。账目名称列表称为会计科
目表。

服务器上运行的大型软件（见 http://
www.weberp.org）。

扩展阅读

复式记帐：从一个账目取出的任

如想了解更多信息，可链接 Mango

如果能够对会计和财务管理有深刻的

何东西必须记入另一个账目中。例如，

网 站：http://www.mango.org.uk/。 该 网

理解，则会受益匪浅，因为这有助于

在支付了员工工资后，工资账目项下的

站包括与非盈利项目财务管理和会计责

他们在这个重要领域工作或管理。

支出增加了，同时银行账户下的资金余

任有关的几篇文章、课程培训和指导。

额相应减少了。

维基百科也有更通俗的介绍，可以作

会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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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等）和具体事项，比如付款目的（例

●

明细分类账就是记录每个账目下

为 入 门 性 了 解：https://en.wikipedia.org/

本文不可能涵盖会计的全面介绍。 的所有交易的纸质账簿或计算机文件。
然而，以下几个定义或许可以作为进 每笔交易都必须经过核准并附有收据。

wiki/Accounting。一些会计软件包比如

●

GnuCash 等也附有简介和指导。

每周有三个手术日。首先，预约第
一天的手术，约满后再约下一个手术日，
以此类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手
术室空间和术者的时间。

供应：手术耗材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通过降低手术耗
材的成本使眼科服务可负担得起。我们
通过以下几措施来实现：
1. 直接从厂家大批购买白内障手术
的耗材，成本降低了 50%。
2. 与印度 Deepak 公司联合开发了
带有基本耗材的沙眼手术包，使沙眼手
术变得更便宜。
3. 所有手术医生都做小切口无缝线

在基塔莱有几种增加收入的方式。

服务费（使用费）
所有患者为我们提供的服务付费，
这些费用由医疗保险支付，没有医保的
患者自己掏钱。按照医院规定征收诊查
费和医疗服务使用费。这些收入归入医
院的总账户，然后按季度做如何使用这
些收入的预算。

眼科药房
OEU 支持了眼科药房的启动资金，
直接从厂家成批采购药品。
在滴眼液的成本上加 30% 的利润
率，这个利润按照以下方案分配：
● 三分之一用于支持院外诊疗服务
● 三分之一给医院支付公用事业费
用
● 三分之一用于增加库存。
在 2011 年和 2012 年，药房的收益
支持了两次营地手术，其盈余足以资助
70 例白内障手术。

院外诊疗服务
在院外诊疗服务中，我们向有支付
能力的人销售眼药水和老花眼镜。这些
收益用于眼科工作人员的交通和用餐。

本地的慈善家
我们与本地的服务俱乐部、公司和
慈善家合作来资助贫困人群。俱乐部包括



狮子会，
以支持营地手术和沙眼干预项目。

保持质量
眼科服务质量的保持是持续和动态
的过程。三个关键步骤是：
1. 发现需要改善的地方
2. 分析存在的困难和提出解决方案
3. 监控进程和向员工反馈
在基塔莱，我们通过审查手术效果
（例如白内障手术效果）和从患者处听
取关于他们就诊经历的反馈来发现需要
改进的地方。每 2~3 个月召开一次员工
会议来讨论手术效果和患者反馈，提出
可能的解决方案。至今为止，提出的办
法包括购买基本设备、对员工提供继续
医学教育使他们更新关于眼科疾病处理
的知识、医患关系培训，以及对白内障
术者提供进修培训。
眼科通过季度报告来监控进程和
向员工反馈。肯尼亚国家眼科协调员提
供支持性督导以激励员工取得更好的质
量。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产出（图 1）。

结论
在每个部门，为了吸引包括贫困
患者和有支付能力的患者在内的所有患
者，眼科服务团队都需要提供多样化和
质量不断提高的服务。同时，管理者必
须在员工激励、收入增加、社区支持、
政治支持和医院管理支持方面进行创
新。现在，肯尼亚政府政策允许创新和
打破常规进行自由思考。
* 作者致谢肯尼亚卫生部主任眼科医师
Michael Gichangi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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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对任何一个

可 以 在 所 有 平 台 上 运 行（ 见 http://

时间管理

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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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产负债表的机构不
能生存

每笔交易都应明确日期、类型（现金、

白内障日间手术。只有在患者要求或有
并发症时才收住院，这样就免除了住院
和缝线的成本。



基塔莱眼科接诊的患者和白内障手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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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完全成本回收：IAM NOOR 眼保健项目
Melissa Diaz

Huynh Tan Phuc

国 际 公 共 卫 生 顾 问：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

越南 岘港市 弗雷德·霍洛基金会 国家经

MUNDIAZ 卫生扶持中心 md@mundiaz.com

理 phuynh@hollows.org
Le Quang Tram Tinh

Hans Limburg

越南 岘港市 弗雷德·霍洛基金会 高级项

顾问：荷兰格鲁特布洛克 公共眼健康和健

目官员 tle@hollows.org

康信息服务 hlimburg@quicknet.nl

在越南，由于区级和社区级机构
缺少足够的设备和合格的工作人员，大
量的病人涌入到三级医院，使之不堪重
负，尽管他们当中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需
要三级医院的服务。在广南省，另一个
挑战是当地是山区，这使得出行更加艰
难。
为了减轻三级医院的压力，提高眼
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弗雷德·霍洛基金
会从 2005 年开始在以下两个区级医院
实施一种可持续社区眼保健模式：农山
区（人口超过 8 万）和大禄区（人口超
过 14.5 万）。这项工作由渣打银行的“看
得见的希望”项目支持。

眼保健项目能通过收取患者相应的
费用，产生收入来支付手术费用，从而变
得更加可持续、更少依赖外部资金。理想
的情况是，收入盈余能冲抵针对穷人的免
费手术费用和固定资产及机构增长经费。
阿富汗是一个正从常年累月的战
争和动荡中复苏的国家。即使是没有
战争，阿富汗的地理、气候和基础设
施也是当地农村保健工作的主要挑战。
这个国家的健康指数在全世界排在倒
数，致盲性眼病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公
共卫生问题。
国际救助团（IAM）是一个国际非

IAM NOOR 眼科医院

政府组织，从 1966 年起就已经在阿富
汗开展 IAM NOOR 眼保健项目。IAM

营的医院，高水平的收支平衡主要得益

营眼科机构，或与公立医院建立合作关

NOOR 认为零收费无法提供高质量的

于患者量大（因而收入增加）和良好的

系，IAM NOOR 在阿富汗成功地开展

眼保健服务。IAM 同样相信所有有需求

工作效率。

了眼保健服务。所有的机构都依靠收取

的人都应该能得到该服务，因此它为无

其 它 3 家 IAM NOOR 经 营 的 医

患者的使用费来回收成本。有些机构几

法负担手术或治疗费用的人免除费用。

院，较低水平的收支比的部分原因在

乎收回了全部成本。但是，成本完全回

这 篇 文 章 讨 论 了 2011-2012 年 在

于有的医院是刚刚开始运营，患者数

收，并不说明机构发挥了最大效能，也

阿富汗 2 组医院之间开展的调查结果，

量还比较少。一旦患者数量上升，医

不意味着机构为所有有需求的患者提供

探讨其差异和相同点 :

院也能够招募更多的医疗辅助人员（因

了高质量的服务。

1. IAM NOOR 经营的 4 家医院

而提高效率），预计这些医院能达到

2. 2 家与 IAM NOOR 有协议的公

成本回收。现阶段的目标是，能为一

立医院，能收取患者的使用费（根据宪

位眼科手术医生配备 5 位辅助人员。

法规定，其他公立医院是不允许收取患

以及通过为更早期的白内障患者提供

者的使用费的）

手术来增加病人数量，比如当前手术

IAM NOOR 认为在如此艰苦的背

病人的视力限定是 0.1。还有减少不必

景下，有关成本回收所得出的结论鼓舞

成本回收的差距
●

由 IAM NOOR 在 Mazar-i-Sharif

经营的医院几乎收回了所有成本（98%）。
●

由 IAM NOOR 经营的其他 3 家

医院还需要依靠实质性的捐助，成本回
收率在 47% 到 62% 之间。
●

2 家公立医院几乎实现成本回收，

分别在 88% 和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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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的区级医院发展可持续的眼保健

要的实验室常规检查能降低服务成本，
从而吸引更多患者。
2 家公立医院的高成本回收率来自
于更低的支出。相较于 IAM NOOR 在

不过，长远来看，成本回收对眼保
健项目的可持续性十分关键。

作者备注：

人心。这次评估的结果将用于未来进一
步提高眼保健服务的可持续性。
作者们就能有机会实施这次评估对

Mazar-i-Sharif 经营的医院，这些公立

IAM NOOR 以及荷兰光明世界机构表

医院效率更低。但是，他们实际上支付

示感谢，并感谢他们的支持。如需完整

更低的工资，还采取包括降低维护支出

的报告，请和 Klaas Aikes 联系：k.aikes@

在内的其它节流措施，因此提高了成本

lightfortheworld.nl

回收比。

为何会产生收支差距

结论

IAM NOOR 在 Mazar-i-Sharif 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建立和经

视光中心
在以前，这两所区级医院的眼科主
要提供眼部检查、转诊和一些治疗。可
持续社区眼保健项目将这些眼科转型为
具备以下功能的视光中心：

大禄眼科门诊

院手术培训，这个做法被证实十分有效。
这个项目和其他职业继续发展机会（比
如培训班、进修、有经验手术医生进行
指导），让眼保健从业人员能够建立关
系，分享知识和信息。这样有助于提高
白内障手术效果，并保证手术质量和效
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和供应商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学会如何使用和维护设备和器材十分重
要。医院要顺利运转，提供高质量的服

组织眼保健宣教和社区筛查
提供眼部检查，必要时向三级医
院转诊
● 在区级医院内治疗眼病（包括白
内障手术）
● 验光和配发眼镜。
●
●

降低手术费用
有策略的采购程序，包括引入竞争
机制的招标流程，保证了手术耗材高质
量而且价格合理。从弗雷德·霍洛基金
会在这个地区建立的人工晶体厂进口低
价高质量的人工晶体，用于所有白内障
手术。这些人工晶体仅需要 5 美元 / 枚，
从而将每例白内障手术的成本降至 45
美元。

质量和效率
当地眼保健人员，包括白内障手术
医生，必须不断接受培训以及技能发展，
来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有经验的手术医生被请来主导医

白内障手术后患者

务，就必须做到供应充足，设备和器材
得到良好维护。
这些行动，为将来弗雷德·霍洛基
金会结束对当地手术医生的支持做好了
交接准备。

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越南政府开展的共同支付型健康保
险能报销 70-80% 的白内障手术和眼病
治疗费用。
根 据 2009 年 广 南 省 社 会 保
险报告，当地 67% 的人口有健康
保险卡。有了健康保险，更多病
人能前往医院接受眼科筛查和治
疗，病人量的增加为医院带来了
更多收入。
可持续社区眼保健项目也
成功地鼓励了当地政府部门为眼
保健发展投入更多配套资金。在
大禄，当地政府为眼科建设支付
了 20% 的 资 金， 在 农 山， 则 是
由 当 地 政 府 全 部 支 付（10 万 美
元）。
出售眼镜提供了额外的收
入 来 源。 区 医 院 以 6-10 美 元 /
副的价格为手术后病人提供高质
量的视光服务。这样也有助于确
保病人得到最好的视力效果。
有了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策
略，在农山和大禄的社区眼保健
项目开发出了高质量、可支付得
起的眼保健服务，缩小了病人和
眼保健服务的距离。
09

视力
视力下降

用手电筒检查
能在前房发现血。
瞳孔可能扩大

1. 用纱布盖上伤眼， 1. 用纱布盖上伤眼。 立 即 注 射 0.5 毫 升
防止病人擦眼睛。
要十分小心不要 破伤风菌疫苗
按压到眼睛。
2. 建 议 卧 床 休 息，

用手电筒检查
在结膜、角膜或眼
睑下方能发现异物

1. 用清水冲洗掉松
动的异物
2. 如果异物在结膜
或跗骨下方部位，
可以用洁净的棉
签 去 除 异 物。 如
果在异物处于角
膜 上， 先 进 行 简
单 麻 醉， 再 试 着
用一张干净的纸
的一角轻轻地去
除异物。

处理

转诊

如果……转诊

立即转诊
如果异物无法去除， 如果病人视力下降， 立即向眼科专科转
进行转诊
眼内出血加剧或眼 诊
睛疼痛加剧，进行
转诊

如果……转诊

3. 涂抹抗生素软膏

并 开 具 止 痛 药。 2. 立即注射 0.5 毫升
不能使用含有阿
破伤风菌疫苗 .
司匹林的止痛剂。

用手电筒检查
角膜有混浊，瞳孔
会因葡萄膜脱垂而
变形

视力
视力下降

向眼科专科转诊以
确保手术对齐眼睑
裂口缝合

转诊

用手电筒检查
撕裂明显可见

视力
视力正常

病史
眼睑边缘或泪小管
撕裂

视力
视力一般正常。但
如果角膜中央受到
影响的话，视力也
可能会受影响。

病史
通常是被尖锐物体
所 伤， 比 如 棍 子。
眼睛外层（角膜或
巩膜）穿破

病史
曾被钝物所伤，比
如 拳 头、 石 头 等。
眼睛前部有血（前
房出血）

眼睑撕裂

病史
有异物感。可能存
在于结膜、角膜或
眼睑跗骨（上眼睑
后方）。

刺伤

钝伤

烧伤

立即向眼科专科转
诊

立即转诊

3. 使用止痛药

2. 使用抗生素眼膏

1. 立即用清水冲洗
眼睛 5 分钟

用手电筒检查
眼睛变红且角膜混
浊

视力
视力下降

病史
眼睛被酸、碱或高
温损伤

基层对眼外伤 / 创伤的处理

异物

诊断

视光中心与儿童眼科的协同发展
吴敏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 副主任医师
昆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ynwumin@126.com

在大多数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
医院的验光配镜服务仍停留在传统眼镜
店的层面，提供单一的验光配镜服务，
盈利的模式主要依赖于销售眼镜片的收
入。然而，随着患者的需求不断提高，
单一的服务将难以满足患者尤其是少年
儿童患者，同时不利于儿童眼科的发展。
我院在最近几年通过视光中心和儿童眼
科的紧密结合，促进了两个专业的稳步
发展。主要的经验如下：

提供多元化服务
医学验光与配镜
所有前来验光的患者都经过了眼科
医生的眼部检查，确定是否患眼病以及
需要哪种验光方式。验光的过程包括电
脑验光、角膜曲率计等工具了解患者的
眼部屈光状态基本资料，然后通过综合
验光仪检查，放松调节、测定屈光不正
度数、进行红绿试验、双眼平衡等，最
后根据患者试戴镜片的反应，做出相应
调整，确定最合适的配镜处方。按照年
龄来分可分为：
● 成人验光：包括远用和近用处方
的验配。
● 儿童验光：主要以睫状肌麻痹验
光为主，根据不同年龄和情况选择盐酸
环喷托酯（赛飞杰）、复方托吡卡胺或
阿托品滴眼液进行睫状肌麻痹后验光。

疑难验光
一些患者在经过常规验光过程中，
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不能适应的视疲劳
症状、视力无法正常矫正、验光过程中
视力不稳定等，需要使用综合验光仪进
行疑难验光。很多调节 / 集合功能障碍
患者、低视力患者、白内障术后患者和
视疲劳患者，通过疑难验光服务后取得
了满意的效果。

集合与调节的比率（AC/A）、聚散能
力测量、隐斜测量、WORTH 四点灯、
集合近点（NPC）和 Maddox 杆等。

视觉训练
对双眼视觉功能异常的患者确诊
后，根据患者情况制定计划并进行视觉
训练。临床上视觉训练包括弱视训练、
调节训练、视敏度提高训练、抗抑制训
练、调节训练和融像训练等。我中心主
要采取在院训练和家庭训练方式，根据
患者的情况，与患者进行细致沟通后确
定个性化方案，发放告知书，让患者或
家属督促患者进行在院和家庭训练。

配镜
除了常规的框架眼镜配制服务，根
据患者的特殊需求，还提供软性隐形眼
镜验配、硬性角膜接触镜（RGP）的验
配和定制服务、角膜塑形镜定制服务。

提高服务质量

全民眼健康：为最贫穷人群提高服务的可及性
眼部检查
验光检查：确定近视的类型是单
纯性还是病理性
● 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提醒患者定
期复诊
● 通过眼部检查、视光检查结合
IOL-Master、角膜曲率计、角膜地形图
等检查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及时调整
配镜处方。
●

Elmien Wolvaardt Ellison

●

编辑：英国伦敦 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

优化服务流程
很多外地患者反映挂号难和等待时
间过长，为了减少患者等待时间、更好
地享受服务，实施了以下措施，极大地
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
●
●

建立清晰的就诊流程和引导
扩大就诊等候区
实施预约挂号和询问台加号服务

视光中心与儿童眼科协同
发展

儿童眼科的很多疾病例如斜视、弱
视、屈光不正等都需要视光服务，在很
我们对每一个来视光中心就诊的患 多眼科中心，视光中心和儿童眼科分属
者都建立电子化客户档案，首次就诊时 不同的部门，而我中心将视光中心和儿
发放一个条码，将所有验光、双眼视功 童眼科合成一个部门，儿童眼科所有的
能检查结果、配镜记录都通过条码管理， 这些治疗选择都建立在详尽的视光学检
建立电子档案。这样有利于掌握病情和 查的基础上。因此，在近几年的实践中，
随访，也方便了患者就诊和复诊。
发现视光中心和儿童眼科起到了协同发
展的作用。从视光中心的收益中，我们
建立规范化的诊治体系
分别用于资助贫困患者诊治、医护人员
为了进一步提高诊治的质量和规范 的培训和视光中心的规模扩大，取得了
化，我中心建立了近视眼防控体系、弱 良好的收支平衡。
视防控体系等规范化治疗方案，以近视
眼防控体系为例，主要的内容包括：
致谢

建立客户档案

视力检查：按照年龄和患者的理
解能力选择不同的视力表进行检查。
●

感谢我的同事胡敏、周圆、张晓帆为本文提供
的资料收集方面提供的无私帮助。

6 年来我院儿童眼科和视光中心的患者数量协同增长

学院 国际眼健康中心 社区眼健康杂志
editor@cehjournal.org
翻译： 王秀琴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眼健康是可以得到的，但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新行动计划呼吁“全民眼健康”，这
是一个为扩大服务规模和使每一个人可
以获得服务的新框架。
“面向全民眼健康：2014-2019 年
全球行动计划”，是 194 个成员国在世
界卫生组织的决策体——世界卫生大会
上一致通过的。2013 年国际防盲协会
（IAPB）在世界视觉日的报告中，也
突出强调了“全民眼健康”。

该计划中有什么新内容？
全球行动计划的焦点是在“全民眼
健康”框架下：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获
得优质眼保健的机会，而且不会因支付
这样的保健而冒致贫的风险。
该计划还制定了一个具体目标，即
到 2019 年将可避免视力损害的患病率
降低 25%（相对于 2010 年的基线数值）
原则上，全民眼健康包括以下内容：
提供综合眼保健服务（眼健康宣
教、预防、治疗和康复）。
● 将眼保健与更广泛的卫生保健系
统整合。
● 提供包括穷困人口、少数民族和
残疾人在内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取的服
务。
● 确保服务费不会妨碍人们获得医
疗服务。医疗服务应该对最贫穷的人免
费—无论是通过免于收费还是全民医疗
保险支付。
●

然而，这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挑
战，包括：

双眼视功能检查
双眼视功能并非左眼和右眼功能的
简单相加，而是一起协调进行视觉活动
的，产生许多单眼视觉无法提供的功能。
双眼视功能障碍，例如一眼出现问题或
双眼出现协同障碍，会产生一系列的自
觉症状，而这种情况通过普通的验光是
难以发现的。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双眼视
功能检查。主要内容包括：正负相对调
节、调节刺激和调节反应、调节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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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有素的人才严重短缺，尤其
在非洲。
● 手术率低，而且没有为贫困人群
和农村人口开展的定期院外义诊。
● 对许多穷人和边缘化的人群来讲
治疗费用太高。
● 障碍：如交通、歧视和缺乏适当
的技术。这些障碍使弱势群体（穷人、
少数民族、残疾人和妇女）难以获得眼
●

2008~2013 年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儿童眼科和视光中心接诊的患者数量

2013 年世界视觉日，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的“为视觉而行走”活动的参与者

保健服务。

使用费
公共卫生设施使用费是获得公共卫
生服务的一个障碍，也是实现全民医疗
覆盖的一个主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障
碍，许多国家已引入了免费政策，如为
儿童或其他人群提供免费医疗。其他国
家引入了国家保险计划来帮助支付眼保
健费用。

取得进步
在非洲，加纳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已覆盖了大部分眼部疾病，几乎每个区
有一名眼科护士。布基纳法索已经实现
5 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制度。因此，到
医疗机构接受服务的儿童人数增加了六
倍。据估计，每年可以因此拯救约 2 万
名儿童，而所需费用仅为每年每名儿童
3 英鎊。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约旦和沙特
阿拉伯正在用综合性社区筛查行动取
代死板的以医院为基础的活动。沙特
阿拉伯已将防盲纳入到新的初级卫生
保健政策中，并且制定了专门的预算
和培训计划。
在欧洲，2012 年英国的《公共卫
生成果框架》包含了一个眼健康指标，
以追踪三大导致可避免盲的疾病的比率
（青光眼、黄斑变性和糖尿病性视网膜
病变）。
在拉丁美洲，智利（70% 的人口未
被私人保险覆盖）政府保证普及全民眼
保健，例如当病人无法负担医疗服务时，
由政府全额支付。在政府机构不能提供

服务的地方，政府支付私人机构提供眼
保健服务。
来源
http://www.iapb.org/news/new-iapbreport-‘universal-eye-health’launched-world-sight-day

参考文献
1.Potter A, Debrah O, Ashun J, Blanchet
K., 2013, Eye Health Systems
Assessment (EHSA): Ghana Country
Report. 2013; Ghana Health Service,
Ghana, Sightsavers, UK,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ye Health, UK.
2.Yameogo P, Blanchet K. Etude de
faisabilité de l’exemption du
paiement des soins curatifs chez les
enfants de moins de 5 ans au Burkina
Faso. 2012; Ministry of Health,
Burkina Faso.

思考时间
您的国家是否接受了全球行动
计划？如果是成员国，就已经接
受了。请访问网址 www.who.int/
countries/en/ 看 看 你 的 国 家 是 否
在列表中。
● 为了提供全民眼健康，你的地
区或国家需要什么？
● 谁是决策者？谁能采取行动做
出这些改变呢？
● 你能做什么来确保妇女、身体、
感官和精神残疾的人、贫穷的人、
那些失业的人或在非正规部门工
作的人、和 / 或难民，获得眼保
健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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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窍门

固定价格和患者的选择如何支持贫困患者的眼科服务

Claire Walker

Raheem Rah mathullah

英 国 伦 敦 卫 生 与 热 带 病 学 院 视 觉 2020

医学博士，美国肯辛顿国际眼科基金会 可

LINK 项目 筹款顾问

持续发展项目部主任 raheem@iefusaorg

claire.walker@lshtm.ac.uk

翻译：吴敏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一、采集故事以寻求支持
这个做法的诀窍就是：以普通人群
（非
医务人员）能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
工作为何与众不同？”，以及他们能怎
样区分这种不同。记得永远把您的项目
和人联系起来：他们目前的生活是什么
样？您的项目会怎样改善他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有多少人会从中受益？

二、向谁开口筹款
从认识的人开始：现有的和之前
的捐赠者、患者、卫生部、非政府组织
（NGOs）。和您的供应商保持联系——
比如医药公司或器材公司——他们可能
会进行财力支持，或者给予“善心”物资。
找出本地区比较活跃的社会团体，比如
狮子会、扶轮社、或者教堂等等。找出
您当地资助过其他项目的人——通常情
况下，慈善机构和大学的年度报告会列
出他们的捐赠者。四处询问，广泛交游，
并运用互联网来寻找捐赠来源。

三、怎样开口筹款

Nino Jesus（DNJ）是一个小眼科门诊如
何变得可持续发展、壮大和影响国家眼
保健服务政策的典范。
DNJ 成立于 1996 年，起初只提供
普通保健服务。自 2006 年以来，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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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或非常富有的患者（占总人
口的 5%）可以选择支付收费较高的折
叠晶体和快速通道。这意味着医院能
从这些患者身上获得更高的利润，而
这些利润可用于补贴贫困或非常贫困
的患者。

拉丁美洲分部帮助 DNJ 将重点放在眼
保健服务上，后来资助 DNJ 领导团队
参加国际眼科基金会（International Eye
Foundation, IEF）在巴拉圭举行的可持
续发展研讨会。于是在 IEF 和危地马拉

中等收入患者（占总人口的 55%）
可以全额支付他们接受的服务：即耗材
的成本加上日常管理费用，如员工的时
间、电费和其他相关的成本。

视 觉 基 金 会（Guatemala’s Visualiza）
的技术支持下，DNJ 开始了一个为期两
年的朝可持续发展转变的过程。

领导层的承诺

贫困患者（占总人口 30%）支付经
过减免的费用，这个费用仅包括耗材的
成本；DNJ 通过支付日常管理费对这些
患者进行补贴。

IEF 和医院管理层一起开发了一个
经营计划包括：
●

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期望

●

创新产品和服务类型

●

良好的管理实践

●

标准化的规章制度

●

一开始您会花费一些时间，但是一
旦您能将一小撮人拉拢，对他们的疑问
提供反馈，始终让他们保持参与，您就
差不多能确保得到几年的资助了。

为了确定补贴患者的比例和免费治
疗患者的比例，DNJ 应用了一个公式，
公式的计算基于估计的人群收入。

预算重点放在：
●

采购

非 常 贫 困 的 患 者（ 占 总 人 口 的
10%）免费接受服务——他们接受全额
补贴。DNJ 支付与他们接受的服务相关
的所有成本，可能通过自身收入、政府
补贴或是慈善捐助来补贴。由院外服务
项目转诊来的患者也可获得免费治疗，
这帮助“新 DNJ”建立了声誉。

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了减少手术前的等待时间和恐
惧，要求手术患者在约定的时间“成批”
● 价格体系
来。时间是根据每小时能完成的手术量
● 患者的支付意愿
来确定的。
● 为进一步减少恐惧，门诊接诊该
总的来说，经营计划的制定依赖 患者的咨询员会在手术室门口迎接和等
于对目前服务能力和对未来服务需求 候该患者，并且在手术结束后将该患者
的理解的详细分析，包括患者愿意支 送回到家属身边。在患者回家之前，该
付什么。
咨询员给予术后护理建议。我们发现，
关于收取服务费，起初有一些来自 良好的顾客服务可以减少恐惧、提高手
领导层和员工的阻力，因为以前大多数 术接受率以及患者满意度。
患者都是免费治疗的（除少数自费患者
● 视觉基金会帮助提高了 DNJ 手
外）。
术医生的手法小切口白内障手术技
在 DNJ，引进了以下产品和服务 巧，从而提高了手术质量，并且将白
供选择：
内障手术数量从每小时 2 台提高到了
7 台。
● 标准人工晶体（IOL）和一种更
● 重新布局了手术室楼层，改善了
贵的折叠型
从麻醉到手术台的病人流程。这一措施
● 在门诊检查时实行
“先来先接待” 使所有手术都在上午 11 点前而不是下
午 1 点完成，这样手术室可以在同一天
或“快速通道”。
●

降低成本

●

内完成更多手术。
● 每天都安排门诊检查。患者到达
门诊后，可以付更多费用选择速度更
快的“快速通道”。这种选择减少了
等待区的患者人数，从而可以容纳更多
患者。

手术行动、视觉 2020 拉丁美洲办公室
合作，为 CBM 拉丁美洲分部支持的四
家医院提供技术支持。DNJ 帮助制定秘
鲁的眼保健服务规范，协助举办研讨会
和培训课程，同时是卫生部眼科培训项
目的技术资源中心。过去 7 年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过程。

计算机化的管理信息系统

的信任是有可能的，只是过程比较缓慢；

员”）不需要花费时间协商价格。相反，

为了制定正确的固定价格，要知
道每种服务的协议价格的平均值，用

他们取得的所有的进展。在咨询和变

这个平均值来作为新的固定价格。每

革过程中，正是这些额外的成功增强

种服务都应该是大多数患者可负担得

了信心。

起的。

如果在机构内部本身存在问题，我

根据产品和服务类型定价

们发现最好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1. 在高级管理层
2. 在员工层，有一位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在一种开放和坦率的讨论气
氛中，由一名协调员来引出所有员工
的意见。

必须保证所有患者在安全的环境
下以便捷方式接受眼科服务，这些是高
质量服务的基本要素。然而，很多患者
选择支付基本服务之外的令人愉悦的服
务。在 DNJ，患者可以选择支付更多而
进入排的队伍的前面（选择“快速通道”）

正确地制定价格

或选择白内障手术植入折叠人工晶体。

固定价格和协商价格

这些选择被认为价值更大，所以患者愿

许多门诊采取与患者协商价格的

意支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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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价格的另一个好处是给患者提

心。帮助他们理解在做的事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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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领导者必须对变化的过程树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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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缴费或在每个阶段支付不可预见的费

咨询员可以描述所提供的服务，并帮助
好处，将变革结果与机构的愿景、使命、 患者选择他 / 她希望接受和愿意支付的
远期目标和经济回报联系起来。
服务类型。





固定价格更方便，患者能带上准
确数额的钱来就诊。患者应该能为整个

思维方式。帮助他们看到提议的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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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供建议的人（有时候也称为“患者咨询

克服阻力的关键是改变这些领导的

DNJ 现在是秘鲁全国眼保健服务
的领导者。它与克林顿基金会的白内障



这份清单可以包括不同价格的不同类型

这包括认真讨论所有敏感问题，小心建
立关系。



单）会增加患者数量，从而增加利润。

术后随访），而不是回来复诊时面临重

我们的经验是，获得关键岗位领导

增加付费患者人数
在 2008 年，DNJ 仅提供两种收费
档次的白内障手术。一种是免费的，
一种是高价自费的。在图 2 中，棕色
部分代表本来可能会接受免费治疗的
极少数患者，实际上接受了由资助者
或其他外部援助来补贴的手术。根据
患者收入来制定收费价格，过去都归
入免费层次的许多患者现在能支付全
部或部分医疗服务费用。根据感知价
值，为患者提供可选择的产品和服务，
也增加了收入。
图 1 和图 2 显示：
● 白内障手术量增加了
● 支付手术成本的患者数量增加了
● 100% 接受补贴的患者（接受免
费手术）数量减少了

一份可负担得起的价格的服务清单（菜

服务套餐付费（包括术前服务、手术和

克服变革的阻力

为了全面监控 DNJ 提供的服务和
管理，安装了一套由视觉基金会开发的
西班牙语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方式；然而固定价格的方式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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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意想不到会有多少您认识
的人帮您募捐。想想谁可能把您介绍给
一位潜在的捐助人？向他们展示您的故
事，并争取他们站在您一边，成为您的
使者。
● 当您开始和一位潜在的捐助人进
行联系，邀请他们和您面谈。您可以跟
他们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新项目，我
想听听您的建议，您能和我见面谈谈
吗？”如果这位捐助者是由您的某个“使
者”介绍的，确保您的那位“使者”也
能一起参加会谈。
● 在向您的捐赠者要钱之前，先向
他们“兜售”您的项目。给出他们支持
您的充分理由。等捐赠者已经认同您了，
再开头说您需要什么。
● 永远当面谈。除非您已经明确地
表达了您需要什么，否则不要让人离
开——接下来您就等待他们的反应。

秘鲁的 Clinica Oftalmologica Divino

谁应该接受补贴？























在 DNJ 做可持续性服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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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科采购的支持
SightReach Surgical®：
国际眼科基金会（IEF）的
采购项目

如何测量和记录患者的体温
与在中低收入国家工作的眼科医

算，在这个市场也能有多种选择。通

Dianne Pickering

生、非政府组织、眼科发展机构、志愿

过聚集 IAPB 会员们的购买力量，标准

社区眼健康杂志 护理顾问（已退休）

者、卫生慈善团体合作，帮助他们进行

采购平台保证用户们能够享受优惠的价

Dianne_logan@hotmail.com

采购。

格。它还是一个很有力的预算工具——

翻译：吴敏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

●

通过我们与各个厂家和分销商的

协议，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
●

个非常好的参考。

提供有关运送以及处理海关程序

的指导。
●

平台上的价格为申请资助资金提供了一

通过降低新技术的成本来降低眼

科服务的价格。

IAPB 的认证成员机构以及他们的
合作伙伴（请参考 IAPB 会员表 :http://
www.iapb.org/member-directory） 能 够
看到全部目录和专门优惠价格。任何人
都能通过注册看到推荐的产品列表，上

你可以通过 www.sightreachsurgical.

面标有指导性价格。

com 来浏览我们的产品目录。当点击选
择产品时，你将在 3 天之内收到一封来

如需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iapb.

SightReach Surgical 的 使 命 是 让 中

自 SRS 的电子邮件以及报价。为了帮

standardlist.org 或者与 IAPB 的联合采购

低收入国家能使用以及用得起最新的眼

助你进行采购，SRS 的员工将会和你联

经理 Phil Hoare 联系：Phoare@iapb.org.

科器材、设备、物资和技术。

系，了解你的需求以及支付方式。我们

在 上 世 纪 90 年 代，IEF 开 始 留 意
为何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眼保健服务无
法扩大规模，并发现这其中一个主要的
障碍就是没有途径或买不起最新的、高

通常将设备直接从厂家或通过我们的办
公室发货。

支 持 屈 光 不 正 服 务：Global
Resource Centre
Global Resource Centre（GRC，全

IAPB 标准采购平台

建，为非政府组织和公共卫生部门提供

册了 SightReach Surgical®(SRS)，成为世

可支付的眼镜、镜架、成品老花镜、镜

界上第一个帮助眼科医生、眼保健项目

片和基础视光设备。

和非政府组织解决这个问题的非盈利平

GRC 采用交叉补贴模式，为中低

台。

收入国家的病人提供眼镜。购买高价眼

SRS 提供一系列世界顶尖制造商

镜产生的盈利用来补贴（全部或部分）

的眼科产品。对于购买没有任何限制。

贫困人群或儿童的眼镜。因为病人数量

我们的目标是为中低收入国家的眼保健

往往很大，所以这种模式有效。

人员减少在获取和价格方面所遇到的壁

对于想采取这种模式但又缺乏足够

垒。只要您需要，我们就能为您做到。

病人量的机构，我们推荐：

SRS 还：

●

为不同需求选配型号合适的设备

针对不同病人群组，制定出对

应产品的精细成本核算和价格策略。

和耗材进行指导。

这需要非常了解病人的需求和购买能
IAPB 标准采购平台是一个专门为
中低收入国家的眼科工作者设计的在线

力。
●

对销售和存货进行准确的记录。

这样能帮助你知道需要订购什么——何

要的基本医疗、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各种

时订购——以避免库存不足。
●

本文将介绍使用内有水银的医用玻
璃体温计进行体温测量。这种体温计是
最准确和最常用的体温计。现在有数字
体温计，但是需要用电池，而电池供应
不能确保随时都有。

采购清单上所罗列的产品都通过了国际

络。这样能集合订单，让每个参与方都

防盲协会（IAPB）的全面审察，包括

能节省资金。

专家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评论。

如需更多信息或进行购买，请给

标准采购平台的主要优势在于它

Vivasan Pillay 发送电子邮件：

将一系列产品汇集在一个平台。这就让

pillay@brienholdenvision.org.za

采购人员或眼科人员即使只有有限的预

警告：水银有毒，如果体温计打破
了，应该戴上手套，用一张纸巾或一块
布小心地丢弃水银，例如放进一个放锐
器的垃圾桶。不要让水银接触到手或供
水设施。

什么是正常体温？
人 的 正 常 体 温 范 围 在 36~38 ℃ 之
间。通常认为体温超过 37.2℃就怀疑有
问题，应该进行重复测量。
患者体温可因激素水平改变、暴露
在热或冷的环境中、锻炼和感染而变化。

在从患者腋窝取出温度计后立即读取温度数据

方法
我们推荐测量腋窝温度，因为这是
最容易测量和最安全的位置。
1. 让患者松开较紧的衣服或脱掉长
袖衣服，以便接近腋窝。
2. 手持体温计的上端，甩体温计使
所有的水银积在底部。医用玻璃体温计
在玻璃管中有限定水平，因此一旦水银
在限定水平以上，如果不甩动水印就不
会再往下走。如果你没有甩体温计，会
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3, 将体温计放入腋窝。把前臂弯在
胸前，确保上臂紧贴患者的身体侧面。

4, 让体温计留在腋窝 5 分钟，可以
确保结果准确。
5. 取出体温计，读数并立即将温度
记录在记录表或患者的病历上。
注意 : 温度计暴露在空气中会冷
却，因此要立即读取温度数据，以避免
记录到一个偏低和错误的数值。
6. 告诉患者体温测量的结果以及是
否需要进行进一步检查。
7. 消毒体温计，再次清洁并擦干燥
您的双手。
8. 体温升高时要报告主管医生。

您将需要：
●

●
●
●
●

一根医用玻璃体温计
消毒剂或酒精棉片
表或计时器
纸巾或干棉签
记录表 / 患者的病历
笔

和附近的其他机构建立联系网

来自已经实用过这些产品的很多眼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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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玻璃体温计

●

采购平台，它涵盖了眼科门诊或医院需
需求（包括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标准

Larry Pate：SightReach Surgical 主管

可以提供初始记录（“基线数
据”）。如果术后体温升高超过基线水
平，我们应该警惕患者可能存在感染。
● 使我们能确定对患者进行手术是
安全的，体温高可能提示感染，需要在
患者手术前给予治疗。
●

球资源中心）由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创

质量的眼科产品。1999 年，IEF 成立注

●

所有患者在接受手术前都要评估健
康状况。测量和记录患者的体温是评估
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原因有两个：

准备
1. 洗净并擦干双手——这有助于预
防交叉感染。
2. 向患者解释您将要做的事，这可
以帮助患者理解并更容易配合。
3. 用酒精棉片或蘸有消毒剂的棉签
擦拭体温计进行消毒。
用纸巾或棉签擦干。

将温度记录在体温记录单上或患者的病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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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眼科中心的县级医院“手把手”技术培训系统
王德才 防盲项目主管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手把手”培训工作流程
学员填写医院眼科力量调查问卷
第一阶段

医院和培训学员筛选

概在 26000 元左右。因为帮扶对象都是
来自偏远或贫困地区，眼科在多数公立
医院中并不受重视，在科室有一定的经
济效益前多数医院并不愿投入。针对这
一问题，中山眼科中心与海伦凯勒国际
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非政府机构
合作，多方筹措资金，在开展工作的早
期阶段，如果基层医院没有设备和器械，
中山眼科中心可以免费提供设备借用，
待项目运行产生收入后再由基层医院采
购，从而保证了培训的正常进行。

苏亮拍摄

培训和服务”项目、
“基层服务量拓展” 提供设备和技术援助，定期派遣手术
项目等，以点带面，从易到难地支持 专家回访并提供手术指导。
陈琳琳 防盲项目助理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期项目的开展现场“手把手”
基层医院的眼科系统建设。
丁小虎 住院医师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培养了广东省 47 家县级的眼科医护人
白内障手术培训和服务项 员，另外帮助 270 名原来只会大切口白
zoc37619853@126.com
目及“手把手”培训平台建设
内障囊外摘除术或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
农村地区是中国防盲的重点地
中山眼科中心于 2008 年 6 月开始 除术手术技术不好的医生提高了手术技
区，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进一步推广， 建设“手把手”培训平台，在广东省 巧。来自广东省县级医院的 139 名护士
支付能力不足造成的手术率低的问题 开展了第一期“白内障手术培训和服 也接受了我们的规范培训，使发生严重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缺乏高水平 务”项目。
并发症的风险大大降低。
的白内障手术医生成为提高农村地区
在培训的过程中，中山眼科中心成
“白内障手术培训和服务”项目
白内障手术率的新挑战。
立了专业的培训师队伍，设计并完善了
针对县级医院的眼科医生，对其进行
从 2001 年 起， 中 山 大 学 中 山 眼 免费白内障手术技术培训，在兼顾手 培训课程，初步建立了教学网站和学员
科中心就尝试在广东省内建立一种有 术安全的情况下提供实际临床操作机 讨论社区，并在条件较好的基层医院建
别于传统眼科流动医疗队的“低价格、 会，让受培训对象掌握白内障手术技 立了 7 个项目培训基地。在对这些项目
高质量”的基地医院眼科服务模式。 术。同时，每家参加培训的基层医院 培训基地的医护人员进行考核合格后，
这个模式中的一个关键是对人员采取 选派两名护士接受围手术期护理培训。 由项目培训基地的医生担任培训师对外
“手把手”培训帮扶，提高基层眼科 培训技术以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内障 省学员进行“手把手”技术培训。
的服务能力。为此，中山眼科中心建 摘除及人工晶体植入为主。培训手术
自 2012 年 7 月起的第二期和第三
立了专门的动物实验室和培训基地， 技术不是项目的唯一目的，中山眼科 期“白内障手术培训和服务”项目，将“手
搭建“手把手”眼科技术培训平台， 中心还重点帮助受训对象单位拓展白 把手”培训服务向全国推广，来自广东
在此基础上分别开展了“白内障手术 内障手术量，培训结束后，根据情况 省外的眼科医生在中山眼科中心接受为
何明光 副主任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

培训基地的培训师对学员进行“手把手”带教

期两周的理论和动物实验培训之后，去
到中山眼科中心的基层项目培训基地接
受“手把手”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回
到当地医院开展工作，中山眼科中心派
出专家继续给予技术支持。
截至 2014 年 7 月份，第二期和第
三期“白内障手术培训和服务”项目已
有 来 自 福 建、 湖 南、 广 西、 贵 州、 西
藏、青海 6 个省 35 家医院的 35 名医生
和 50 名护士接受了培训。

“手把手”技术培训系统
运作要点

学员在中山眼科中心接受为期 1—2 周的
理论学习及动物眼实验操作培训

建立专门的项目团队
中山眼科中心下设的防盲治盲办公
室，专门从事基层地区的防盲工作。防
盲治盲办公室成立了“白内障培训和服
务”项目组，由技术熟练的医生和护士
组成，并配备了必要的便携式显微镜、
手术器械等。项目同时配备专职管理人
员，在软件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建立项
目管理网站，对参加项目的几十家医院
进行进度和质量指标的监控。

学员去到项目基层培训基地接受培训
第二阶段

学员按照培训计划学习，最终拍摄独立
手术录像筛选
学员将拍摄好的独立手术录像带回中山
眼科中心，由培训师审核通过后办理结
业手续

学员回到当地医院开展工作，初期中山
眼科中心派出专家到当地进行手术指导
第三阶段

学员回到当地医院独立完成 300 例手术
以上，申请项目组验收
通 过 验 收， 学 员
在当地医院独立
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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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验收（在中山眼科中
心的指导下调整工作方案，
等待下一次验收）

选择适宜基层开展的技术进
行培训
中山眼科中心选择基层医院容易
掌握和开展的适宜技术进行培训，在
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对诊疗流程
进行适当优化，以适应基层医院开展

工作。比如“白内障培训和服务”项
目选择相对安全、容易掌握、不需要
太多投入的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
进行培训，并把手术过程分解为容易
理解的步骤，分步骤进行实际操作，
大大降低了学员学习的难度。

坚持“手把手”的培训原则
培训师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尽
量给学员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在学习
的各个阶段，如动物实验、培训基地的
手术培训、学员回到当地医院后早期开
展工作等，都由项目组的医生和护士在
实际操作时进行“手把手”指导。在培
训过程中要求学员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
撰写手术日志和学习心得，并由带教医
生进行点评

提供培训后的技术支持
学员验收后结束培训，同时基层医
院与中山眼科中心建立起长久的技术支
持关系。在学员遇到技术难题时，中山
眼科中心随时以会诊的形式派出专家进
行指导。基层医院在开展大型公益活动
过程中如果技术力量和设备不足，中山
眼科中心派出医疗队进行支援。

提供必要的经济和设备支持
通过测算，每个医院的培训成本大

中山眼科中心为了保证培训的质
量，逐步完善了专门的培训网站和交流
论坛。所有学员的培训记录都在网站登
记，并由带教老师进行点评。在培训的
每一个环节设立考核标准，对学员每一
个操作步骤的学习数量和操作质量进行
规范，学员考核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环
节的学习，从而保证培训的质量和效
果。学员结束培训后按照验收标准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发放结业证书。

帮助县级医院开展服务量拓
展活动
除了专门开展了“基层医院服务量
拓展“项目外，中山眼科中心在帮扶过
程中都要求基层医院开展服务量拓展活
动。所有学员在中山眼科中心学习期间
都会接受服务量拓展培训。回到当地医
院后，基层医院要建立专门的拓展团队，
进行疾病宣教，开展社区筛查，进行社
区医生、保健人员培训，建立转诊网络，
同时调整医院的服务流程和收费政策，
以增加医院的服务量。

总结
我国眼科资源分布不均，县
级医院的眼科服务能力不足。因
此，大型公立医院应该根据自身
所能提供的资源，立足于基层医
院的实际情况，了解基层医院的
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帮
扶工作，提升县级医院的眼科服
务能力并适当地开展一系列系统
建设工作，使得更多在基层地区
的眼疾患者能够得到更及时、更
方便快捷的救助。
19

消息
防盲工作效益可观
由普华永道和弗雷德·霍洛基金会共同
投入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中低等收入国
家连续 10 年人均投入 2.2 美元的话，
将会消除可避免的盲和视觉损伤。而
且，在这项运动中投入的每一块钱，都
将带来 4 倍的经济回报。霍洛基金会就
此项报告提供了基于各个国家的研究证
据和细节。如需阅读完整报告，请浏
览 www.hollows.org.au/our-work/theprice-of-sight

白内障复明手术带来长远利益
最新在孟加拉和菲律宾完成的一项跟踪
白内障手术 6 年后效果的研究表明，在
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白内障复明手术对
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经济
状况有着长远的影响。此前的研究证
实白内障手术 1 年后的患者在整体健康
方面有所提高，这次研究则发现 6 年后
患者在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情况和普通
人一样。这些活动包括家庭劳作，比
如照看小孩，从事雇用工作，耕作，
加工农产品等。如需阅读完整报告，
请 浏 览 http://www.plosone.org/article/
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
pone.0094140

订阅
《社区眼健康》中文提供在线阅读及下
载阅读。您可以通过登录 www.hollows.
org.cn 来进入杂志的阅读页面。或者您

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您的邮件地址，我们
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您分享便捷的杂
志电子版本。如果您对杂志有建议和疑
问，请致信易蓓蓓 byi@hollows.org。

会议信息
9/13-9/17 英国伦敦
2014 年欧洲白内障与屈光手术协会年
会（ESCRS）
会议网址 : http://www.escrs.org/
会议联系 : registration@escrs.org
11/13-11/16 印度斋浦尔
第 27 届亚太白内障及屈光手术医师学
会年会（APACRS）
会议网址 : http://www.apacrs2014.org/
会议联系 : apacrs2014@mci-group.com

培训信息
眼科手术室护士专业能力提升培训班
时间：2014.9.19-9.21
主办：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地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联系：和丹
电话：13678723727
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新进展学习班
该学习班将有来自英国布赖顿和德国柏
林的两位眼底病专家授课。
时间：2014 年 11 月 15-17 日
主办：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地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联系：和丹
电话：13678723727

全国基层眼科医生白内障手术技术及服
务能力培训班
详情请浏览 http://starr.gzzoc.org/
时间：2014.10
主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联系：陈琳琳
电话：020-37619853 转 620
L V Prasad Eye Institute
L V Prasad 眼科医院位于印度海德拉巴，
是印度备受赞誉、知名的眼科服务、研
究、教育机构。该医院提供多种眼科及
防盲教育培训课程。
社区眼保健教育
该课程将学习如何运用眼保健知识来为
社区提供最佳眼保健服务、降低盲和视
力损伤。该课程内容适合发展中国家运
用，关注如何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提
高眼保健服务。详情请参考：
http://education.lvpei.org/educationlvpei/other/programs_in_CommunityEyeHealth-icare.html 课 程 时 间：2015 年 1
月 -6 月
联系： rohit@lvpei.org ; sheela@lvpei.org
白内障小切口手术手把手培训
该课程为期一个月，由一位专门对接的
培训师督导、教授白内障小切口无缝线
白内障摘除手术技术。学员将在培训后
期独立完成 15 至 20 例手术。详情请浏
览：http://education.lvpei.org/educationlvpei/ophthalmology/incision.html
课程时间：每月
联系：education@lvpei.org

英文版

社 区 眼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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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机构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