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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供血机构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
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探索与研究
广州血液中心

蒋国强
广州市医学重点实验室（血液安全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 510095

[ 摘要 ]“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是提高采供血机构管理水平，探索既实行财政全额保障政
策，又落实“两个允许”要求的重要内容。广州市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创新公共卫生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管理机制，健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全面提升公共卫生保障水平，促进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提质增效，将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血液中心、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作为实行“公益一类财政
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试点，我中心积极贯彻落实政策方针，建立长效的政府财政机制，完善绩效工资
总量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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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Ⅰrelying on financial supply and 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
Ⅱrelying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the blood collection and
supply institutions
JIANG Guoqiang
Guangzhou Blood Center, Guangzhou Key Laboratory of Medicine, Key Laboratory of Blood Safe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95, China
[Abstract] "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 Ⅰ relying on financial supply and 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 Ⅱ relying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blood collection and supply institu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th the full financial guarantee polic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wo Permissions". In Guangzhou province,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team, innovate the performance-based salary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improve the treatment guarantee, assess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health guarantee,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 capacity,
Guang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zhou Blood Center and Guangzhou Institute of Dermatology have taken
the"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 Ⅰ relying on financial supply and 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 Ⅱ relying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s pilot projects. Our center actively implements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establishes a long-term government financial mechanism,
improves the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otal performance pay, and promotes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 I relying on financial supply and public welfare of category II relying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Key words] Blood collection and supply institution; Financial suppl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ealth care reform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

中心、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作为“公益一类财政供

制 改 革 2019 年 重 点 工 作 任 务 的 通 知》（国 办 发

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试点。广州血液中心，按

〔2019〕28 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提升广东省公共

社会功能划分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承担着我市血

卫生服务能力，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进而实行

液的采供以及质量控制等公共卫生职能，
广州血液中

“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试点工

心（我中心）积极贯彻政策方针，
建立长效的政府财政

作。自 2020 年 1 月起，广州市根据公共卫生事业

机制，
完善绩效工资总量动态调整机制，
推动“公益一

单位的功能定位、人才队伍结构、经费保障和服务

类财政供给、
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全面实施。

供给能力，将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血液

1 “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内涵
“公益一类财政供给”是指在其公益一类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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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经费补助范围予以保障。
“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

队伍结构、
经费保障和服务供给能力，
确定试点工作分

内涵是参照我市市属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薪

别在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州血液中心、
广州市

酬制度改革的有关经验做法，按照“允许医疗卫生机

皮肤病防治所开展。血液中心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

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
允许医疗服务收

建立长期有效的财政保障机制。坚持政府投入和保

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

障的主体责任，
落实血液中心基本建设费用与设备购

励”的要求，
再根据我市经济发展、
财政状况，
以及试点

置经费由政府足额保障，
人员费用（包括离退休人员经

单位工作量、
服务质量、
公益目标完成情况、
人员结构、

费）根据我市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标准安排预算，
此外根

事业发展、
业务收入增加或收支结余、
绩效考核结果等

据血液中心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数量、
质量以

因素，
允许突破我市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调控

及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标准予以补助。

水平，
合理核定单位的绩效工资水平和总量

3.2

2

。

[1-3]

血液中心实施“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

实行公益二类绩效管理，完善绩效工资总量

动态调整机制

绩效管理”的背景

结合血液中心内部情况以及我市近年来开展

2019年3月20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落实的通知》

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工作，健全科学合理
的公共卫生事业单位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与

（以下简称《通知》
）
，
通知对 2019 年重点落实医改任务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绩效考核结果挂钩的可持续、

作出阶段性安排，
其中“公益一类财政供给、
公益二类

逐年累增的绩效工资总量动态调整机制。综合考

绩效管理”作为基层卫生综合改革的重中之重，
指出要

虑公共卫生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结果、人均绩效工资

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落实基层医疗卫生

水平、业务收入或医疗收入增长情况、我市在岗职

机构公益一类财政供给、
公益二类绩效管理，
加强基层

工平均工资、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设置综合调整

服务能力和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基层

比例和绩效考核调整比例。计算公式为：绩效工

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
公益二类绩效

资总量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水平 + 绩效工资附表

管理”的实践中总结广东省 2017—2019 年统筹各级财

标准水平 × 调整比例）× 本年度在编在职职工总

政安排 500 亿元，在基层卫生服务能力、人才培养、提

人数。调整比例由综合调整比例和绩效考核调整

升待遇以及岗位吸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该政

比例决定，计算公式为：调整比例 = 综合调整比例

策并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

×40％ + 绩效考核调整比例 ×60％。其中，综合调

。张丽芳等

[4-6]

[1]

我市为加快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

整比例 = 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

康为中心”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实现老城市新

工资水平（社平工资）增长率 ×35％ + 居民消费价

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及在全省实现“四个走在全

格水平（CPI）增长率 ×20％ + 业务收入或医疗收

国前列”
、
当好“两个重要窗口”提供有力的支撑和健

入增长率 ×45％（市疾控中心有业务收入或医疗

康保障 。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收入之前，增长率权重均分至前两项）；绩效考核调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整比例由市卫生健康委按照《广州市公立医疗卫生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以预防为主的

机构绩效评价办法》（穗卫〔2019〕6 号）进行绩效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加强

考核，根据考核等次确定。考核结果评定为 A、B、C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功

级的，绩效考核调整比例分别确定为 30％、25％、0；

能定位，推进疾病预防控制、采供血机构管理、皮肤

考核结果评定为 D 级的，即便有业务收入增加或收

病综合防治机制创新，探索既实行财政全额保障政

支结余，也不增加绩效工资总量。

策，又落实“两个允许”要求，通过实行“一类财政供

4

给、二类绩效管理”改革试点，逐步建立保障与激励

绩效管理”的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相结合的运行新机制 。因此，将广州市疾病预防

4.1

[7]

[8]

控制中心、广州血液中心、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作为

血液中心实行 “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
注重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坚持建立健全以公益性为

“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试点。

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构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纵

3 “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绩效管理”的探索

向与横向相结合，多角度、多层次综合分析与评价

3.1

的考核体系。血液中心虽是公共卫生事业单位，但

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建立长期有效的财政

保障机制

其业务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与采供血的业务量挂钩。

根据广州市公共卫生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
人才

倘若基础工资和基础绩效所占比例较大，而浮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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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性绩效比重较小，则会导致职工收入拉不开差

绩效管理”要落实政府主体的保障责任，实施薪酬

距，工作积极性降低的问题。因此，绩效考核制度

制度改革是关键，要在坚持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推

应该重点体现工作人员的实绩和绩效，以促进多劳

动血液中心运行的活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升

多得、优绩优酬为目的，要合理分配绩效工资分配项

我中心公共服务能力水平。

目，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设立值班补助、加班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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