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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厅丈件

浙卫发 〔⒛18〕 14号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物价局

关于做好 ⒛18年在杭省部属行政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

各在杭省、部属行政事业单位 ,省 级有关医院 :

为切实做好 zO18年 度在杭省、部属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健

康体检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参检对象

(一 )离休千部、厅 (局 )级千部、高级职称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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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8年 1月 31日 前任命、批准的下列人员:离 休干部、厅

(局 )级干部 (包 括退休和享受厅 (局 )级 医疗保健待遇人员);

副教授 (含相 当专业技术职称)以 上的科技人员 (包 括退休 );

国家级或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省 级劳动模范。

(二 )处级及处级以下干部和职工 (包括现职在编和 已退休

的处级及处级以下干部和职工 )

二、体检时间

⒛18年 3月 1日 开始 ,12月 底结束。体检报名工作截至⒛18

年 9月 底。

三、体检项目

继续推行
“1+Ⅹ”

健康体检模式,并在 35-“ 周岁 (含 )

女职工中增加妇女乳腺与宫颈疾病专项检查项 目 (简 称妇女专项

检查 )。 具体见附件。

四、承检医院

离休干部的健康体检由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院区按原规定

全年统筹安排 ;其他干部、职工的
“1+Ⅹ”

健康体检由省干部保

健中心统筹安排在浙江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 (朝 晖院区、望江

山院区)、 浙江省中医院 (湖 滨院区、下沙院区)、 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解放

军第一一七医院、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直属院区、南京军区杭州

疗养院海勤疗养区、解放军空军杭州疗养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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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局 )级干部、高级职称科技人员的妇女专项检查由其 申

请的健康体检医院承担 ;处 级及处级以下干部和职工的妇女专项

检查由受检者 自行选择浙江省肿瘤医院或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实施。

具各条件的大专院校职工医院、承担体检任务的医院可承担

本单位人员的健康体检和妇女专项检查工作。

五、体检经费

体检经费分为基本项 目经费、各选项 目经费和妇女专项检查

经费。

基本项 目经费和和各选项 目经费标准维持不变。其中离休干

部、厅 (局 )级干部、高级职称科技人员基本项 目经费标准为

1066元 /人 ;处级及处级以下干部、职工基本项 目经费标准为ω9

元/人 。备选项 目经费标准详见附件 1和 附件 2。

妇女专项检查项 目经费标准按照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浙江省城 乡妇女免费
“
两癌

”
检查项 目有关事项的通

知》(浙 卫发 (⒛ 17〕 胼 号)文件执行 ,即 宫颈疾病检查 叨。8元

/人 ,其 中妇科检查 (包 括盆腔检查和阴道分泌物检查)16元 、

HPⅤ 检测 sO元 、TCT检查 51.8元 (TCT试 剂和制片等 13.8元 、

细胞病理学 38元 ),必 要时按文件要求做 阴道镜检查 199元 /人

(包 括术前常规、阴道镜检查)和组织病理学检查 160元/人 (包

括宫颈活检术、组织病理学诊断);乳 腺疾病检查 78元 /人 ,其

中乳腺临床检查 10元 、乳腺 B超 铌 元 ,必 要时按文件要求做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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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钼靶 137元 /人 。对接受妇女专项检查的适龄女职工,当 年基

本项 目中的妇科检查 (外 阴、内诊)和妇科病理学检查不再安

排 ,并相应扣减妇科检查 (外 阴、内诊)费用 14元 /人 、妇科病

理学检查费用 35元/人 。

体检经费由各参检单位直接缴付承检医院。经费开支渠道按

原规定不变,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统一在
“
工资福利支出——

医疗费
”

中列支;离退休人员在
“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医疗费补助
”

中列支。离休干部系住院体检 ,体检经费由省人民

医院望江山院区收取。

六、工作要求

(一 )高度重视 ,切实做好妇女专项检查工作

各承检医院要提高政治站位 ,从党和国家关心和保障妇女身

体健康的高度 ,保障检查所需的人员、场地、设备、设施等工作

条件。要加大工作力度 ,制 定切实可行、符合实际的妇女专项检

查工作计划,同 时,要进一步规范服务流程 ,提高服务质量 ,提

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各参检单位要宣传组织好本单位妇女专项检查工作 ,按文件

要求引导好厅 (局 )级干部、高级职称科技人员和处级及处级以

下干部和职工两类不同参检人群在不同承检医院检查 ,遵 守网上

报名预约制度 ,不 允许 自行线下操作完成。

(二 )强化服务 ,进一步提高健康管理服务水平

各承检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发挥院级健康管理团队优势 ,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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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知识讲座,普及健康知识,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要根据

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妇女专项保健知识讲座,提高干部职工

健康素养。要继续深化进机关进单位宣讲活动,开展检前体检项

目选择咨询、检后体检报告解读服务,并通过设立健康体检咨询

室、电话随访等形式,指 导做好健康管理工作。要指派专人负责

体检异常指标的跟踪随访,对体检中发现的重大疾病,及 时通知

参检人员并报告省干部保健中心。要按照专款专用、统一标准、

统筹安排的要求,规 范健康管理服务经费的开支与管理。

(三 )严格质控 ,进一步提高健康体检工作质量

各承检医疗机构要开展覆盖检前、检中、检后全过程的体检

质量控制。要抽调业务能力好、工作责任心强的医务人员参加省

级单位健康体检工作,主检医生必须由高级职称医师担任;要加

强各科室体检质量的内控管理,发挥院级体检质控专家的作用 ,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院内体检质量检查。

各承检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 ⒛18年 干部体检质量大检查活

动,按照省保健办工作部署和要求,主 动履行干部体检质控的保

障职责,特别要加强妇女专项检查的质量控制与管理。

(四 )遵守规定,进一步做好报名有关工作

各承检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网上预约报名方式进行体检的工

作要求;严格执行适龄妇女人群定点医院专项检查的规定,按要

求接收范围内的适龄妇女人群,不 得接收范围外的适龄妇女人

群。要高度重视体检信息化接口改造工作,切 实做好体检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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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回传 ,按 照接 口改造工作部署 ,争取上半年实现所有体检

数据的互联互通。各参检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参检对象的变化,做

好人员审核和信息维护,加 强宣传、组织和服务工作 ,引 导参检

人员按时参加体检。离休干部体检名册直接报送省人民医院望江

山院区医务科。

单位报名网址 :web。 匈刂yy。 com,用 户名 :单位体检负责人手

机号码 ,初始密码 :123456。

个人端预约途径:PC端 预约 (网 址:-。 苟刂yy.∞m);微

信端预约 (关 注微信公众号
“
健达通

”
);短 信链接网址预约。

省 干 部 保 健 中 心 电 话 :81“ 0570、 81“ 0568,地 址 :杭 州 市

省府路'8号 省行政中心 2号 楼 ω39室 ,邮 编 :31OO25,健 康体检

参 检 单 位 QQ联 络 群 1:84522270,QQ联 络 群 2:1g3640228。

省人民医院望江山院区医务科电话 :sT091400,地 址 :西 湖

区 转 塘 双 流 “ 2号 ,邮 编 :31OO24。

附件 :1。 省级离休干部、厅 (局 )级干部、高级职称科技

人员健康体检项 目

2.省 级处级及处级以下干部和职工健康体检项 目

(文件公开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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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级离休干啷
棚

(局 )级干部、高级职称

健康体检项目

厅

人员

-、 基本项目

(一 )体格检查

1.一般检查 :

身高、体重、血压。

2.物理检查 :

内科 :心 、肺、肝、脾、肾。

外科 :浅 表淋 巴结、甲状腺、乳腺、脊柱、四肢关节、肛

外生殖器 (男 )。

眼科 :常规检查 (包 括眼底镜检查 )。

耳鼻咽喉科 :常规检查 (包 括前鼻镜、间接喉镜、间接鼻咽

硬性耳内镜检查 )。

妇科 :外 阴、内诊。

(二 )实验室检查

1.常 规检查 :

血 :血 常规 (血 液细胞 自动化分析五分类)。

尿 :尿 常规 (尿液 自动化分析 +尿有形成份定性 )。

粪:粪 常规、粪隐血试验。

〓
技

丨】、

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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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 化检查 :

血糖 (空 腹 )、 尿酸、肌酐、尿素氮、胆 固醇、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 白、血清总蛋白、血清 白蛋 白、碱性

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乳酸脱氢酶、腺苷脱氨

酶、钾、钠、氯、钙、无机磷、α L̄-岩 藻糖苷酶、甘氨酰脯氨

酸二肽氨基肽酶、糖化血红蛋 白 HbA1、 糖化血红蛋 白 HbA1c、 C

-反应蛋白。

3.细胞学检查 :

妇科病理学检查。

(三 )辅助检查

心电图:(多 导 )。

胸部低剂量 CT平扫 (笱 岁及以上 )。

胸片 (DR):正 侧位片 (佴 岁及以下)。

彩超 :颈部血管 ;甲 状腺;肝 、胆、胰、脾、肾;子 宫及附

件 (女 )、 前列腺 (男 )。

(四 )肿瘤检查

甲胎蛋白 (AFP)定 量、癌胚抗原 (CEA)、 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 (PSA)(男 )、 肿瘤糖类抗原 A-125、 肿瘤糖类抗原 CA-⒆9。

(五 )核素功能检查

幽门螺杆菌
:C呼

气试验。

(六 )妇女乳腺与宫颈疾病专项检查 (35-“ 周岁 (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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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颈疾病专项检查 (有 性生活史):人 类乳头状病毒

(HPⅤ )、 官颈超薄细胞学检查 (TCT) (每 4年查一次 ,间 隔年

份常规进行妇科检查和病理学检查 )。

2.乳腺疾病专项检查 :乳腺 B超 (每年查一次 )。 对乳腺 B

超检查 BI-RADS分级 0级 以及 3级者 ,应进行乳腺钼靶检查。

二、Ⅹ项目 (备选项目 )

(一 )消 化系统肿瘤标志物、心血管及 甲状腺疾病筛查项 目

(273元 ):血 清糖类抗原 ”4(CA-” 4)、 血清糖类抗原 以2

(CA-吲2);尿 微量 白蛋 白、尿转铁蛋 白、尿免疫球蛋 白 G、 尿

视黄醇结合蛋 白、尿 NAG酶、尿 α1-微球蛋 白、尿肌酐、尿微

量白蛋白/尿肌酐、尿免疫球蛋 白 G/尿 肌酐、尿 d-微 球蛋 白/

尿肌酐、血载脂蛋 白 A1和 血载脂蛋 白 B;三 碘 甲状腺原氨酸

(η )、 甲状腺素 (γ )、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η )、 游离甲

状腺素 (胛4)、 促甲状腺生成素 (TSH)。

(二 )呼吸系统肿瘤标志物、心血管及 甲状腺疾病筛查项 目

(273元 ):神 经元特异烯醇化酶 (NsE)、 鳞状上皮细胞癌相关抗

原 (sCC);尿微量白蛋白、尿转铁蛋白、尿免疫球蛋白 G、 尿四

环醇结合蛋 白、尿 NAG酶、尿 α1-微球蛋 白、尿肌酐、尿微量

白蛋白/尿肌酐、尿免疫球蛋 白 G/尿肌酐、尿 d-微 球蛋 白/尿

肌酐、血载脂蛋 白 A1和 血 载脂蛋 白 B;三 碘 甲状腺原氨酸

(η )、 甲状腺素 (⒕ )、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η )、 游离甲

状腺素 (Ⅲ4)、 促甲状腺生成素 (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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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糖尿病、代谢疾病及超声骨密度筛查项 目 (⒛7元 ):

空腹 C肽、胰岛素;餐后 2小 时血糖、C肽、胰岛素;血 同型半

胱氨酸;游 离脂肪酸;超声骨密度测定。

(四 )甲 状腺疾病及超声骨密度筛查项 目 (”0元 ):三 碘 甲

状腺原氨酸 (η )、 甲状腺素 (⒕ )、 游离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

(Ⅲ3)、 游离甲状腺素 (FW)、 促甲状腺生成素 (TSH)、 甲状腺

球蛋白、抗甲状腺球蛋 白抗体 (ATG)、 抗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 (ATA);超声骨密度测定。

(五 )女性疾病筛查项 目一 (乃9元 ):液基细胞检查 (TCT)、

孚L用表钼革巴。

(六 )女性疾病与甲状腺疾病筛查项 目二 (sO2元 ):人 类乳

头状病毒 (HPⅤ )测 定、乳腺 B超 、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 (η )、

甲状腺素 (⒕ )、 促甲状腺生成素 (TsH)。

(七 )巧 岁以下人员肺部疾病及 甲状腺疾病筛查项 目 (⒛0

元):胸 部低剂量 CT扫 描、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 (η )、 甲状腺素

(⒕ )、 游离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 (Fη )、 游离甲状腺素 (Ⅲ4)、

促甲状腺生成素 (TSH)。

参检人员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 ,从上述项 目中任选一项

参加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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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处级及处级以下干部和职工健康体检项目

-、 基本项目

(一 )体格检查

1.一 般检查 :

身高、体重、血压。

2.物理检查 :

内科 :心 、肺、肝、脾、肾。

外科 :浅 表淋 巴结、甲状腺、乳腺、脊柱、四肢关节、肛

门、外生殖器 (男 )。

眼科 :常规检查 (包 括眼底镜检查 )。

耳鼻咽喉科 :常 规检查 (包 括前鼻镜、间接喉镜、间接鼻咽

镜、硬性耳内镜检查 )。

妇科 :外 阴、内诊 (3s-“ 周岁 (含 )的 妇女 ,由 承担乳

腺、宫颈疾病专项检查的医院检查 )。

(二 )实验室检查

1.常 规检查 :

血 :血 常规 (血液细胞 自动化分析五分类)。

尿 :尿 常规 (尿液 自动化分析 +尿有形成份定性 )。

粪:粪 常规、粪隐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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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 化检查 :

血糖 (空 腹 )、 尿酸、肌酐、尿素氮、胆 固醇、甘油三酯、

高密度月旨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血清总蛋 白、血清 白蛋 白、碱性

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幽门螺杆菌血清抗体测定。

3。 细胞学检查 :

妇科病理学检查。 (35-“ 周岁 (含 )的 妇女,由 承担乳

腺、宫颈疾病专项检查的医院检查 )。

(三 )辅助检查

心电图:(多 导)。

胸片 (DR):正 侧位片。

彩超 :甲 状腺 ;肝、胆、胰、脾、肾;子 宫及 附件 (女 )、

前列腺 (男 ,绢 岁及以上 )。

(四 )肿瘤检查

甲胎蛋白 (AFP)定 量、癌胚抗原 (CEA)、 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PSA)(男 )、 肿瘤糖类抗原 CA-⒓5、 肿瘤糖类抗原 CA-199。

(五 )妇女乳腺与宫颈疾病专项检查 (△ -“ 周岁 (含 ))

1.宫 颈疾病专项检查 (有 性生活史者):人 类乳头状病毒

(HPⅤ )、 宫颈超薄细胞学检查 (TCT) (每 4年查一次,间 隔年

份常规进行妇科检查和病理学检查 )。

2。 乳腺疾病专项检查 :乳腺 B超 (每 年查一次 )。 对乳腺 B

超检查 BI-RADS分级 0级 以及 3级者 ,应进行乳腺钼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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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Ⅹ项目 (备选项目 )

(一 )肿瘤标志物、甲状腺疾病筛查项 目 (212元 ):血清糖

类抗原”4(CA-”4)、 血清糖类抗原 ⒛2(CA-叫2);神 经元

特异烯醇化酶 (NSE)、 鳞状上皮细胞癌相关抗原 (SCC);三 碘

甲状腺原氨酸 (η )、 甲状腺素 (⒎ )、 促甲状腺生成素 (TSH)。

(二 )呼气试验及心血管疾病筛查项 目 (169元 ):幽 门螺杆

菌
⒕C呼气试验 ;尿微量 白蛋 白、尿转铁蛋 白、尿免疫球蛋白 G、

尿视黄醇结合蛋 白、尿 NAG酶、尿 α1-微球蛋 白、尿肌酐、尿

微量白蛋白/尿肌酐、尿免疫球蛋白G/尿肌酐、尿 otl-微球蛋 白

/尿肌酐、血载脂蛋白A1和血载脂蛋白 B。

(三 )糖尿病及代谢性疾病筛查项 目 (172元 ):糖化血红蛋

白;空腹 C肽、胰岛素;餐 后 2小 时血糖、C肽、胰 岛素;C-

反应蛋白。

(四 )甲 状腺疾病筛查项 目 (194元 ):三 碘 甲状腺原氨酸

(η )、 甲状腺素 (⒕ )、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η )、 游离甲

状腺素 (F⒕ )、 促 甲状腺生成素 (TSH)、 甲状腺球蛋 白、抗 甲

状腺球蛋白抗体 (ATG)、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ATA)。

(五 )女 性疾 病 筛 查 项 目一 (⒛3元 ):液 基 细 胞 检 查

(TCT)、  乳腺 B爿暹。

(六 )女性疾病筛查项 目二 (160元 ):乳腺钼靶、血同型半

胱氨酸。

(七 )女 性疾病筛查项 目三 (180元 ):人 类乳头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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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Ⅴ )测 定。

(八 )肺部疾病筛查项 目 (165元 ):

参检人员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 ,

参加体检。

胸部低剂量 CT扫 描。

从上述项 目中任选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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