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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徐汇区举办
“新家庭计划——
—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项目评估会
近期，徐汇区卫生计生委举办
—家庭发展能力
了“新家庭计划——
建设”项目中期评估会，邀请市卫
生计生委有关专家对项目进行评
估。区卫生计生委分管计生领导、
相关科室人员、13个社区卫生计生
负责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 4
0余人参加。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卫
生计生委工作要求，2
0
16年我区在
斜土街道作为国家试点，枫林街
道、华泾镇、田林街道作为上海市
试点的基础上，制定新家庭计划工
作方案，在全区推广“新家庭计
划——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工
作。项目持续三年时间 （201
6年
-20
18年）。主要内容：
一是开展两
级培训。国家级试点的工作骨干人
员定期参加国家级培训，市及区试
点的工作骨干人员相应参加市或

区组织的定期培训。二是开展服务
活动。各街镇围绕培训内容和项目
方案安排，组织开展符合本街镇家
庭实际需求的家庭保健、科学育
儿、养老照护、家庭文化、生育指导
活动。三是开展管理活动。在项目
活动实施的前期和实施早期进行
调研、宣传和倡导等项目协调宣传
活动。同时根据实际，制定项目计
划，进行资料收集。各街镇成立评
估组定期对本街镇项目实施情况
进行检查评估等。
此次中期评估会，是按照工作
进度，在项目推进阶段，对各项目
点围绕项目目标，深入开展培训及
主题服务活动，进行的督导。通过
对 13个社区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
总结评估，分享好的做法和经验，
改进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项目工
作机制。

失独家庭
“安康通”
援助服务项目启动实施
2
0
17年 3月 2日，市卫生计生委举行全
市卫生计生系统“安康通”援助服务项目启动
会议，从 2
01
7年 3月起实施为本市失独家庭
提供“安康通”援助服务项目。凡具有上海市
户籍、
持有《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证》的失独
家庭，可以在本市享受“安康通”援助服务项
目。
全市卫生计生系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
由“安康通”
专业服务机构根据失独家庭的
实际需求，提供如下免费基本服务：一是信息
咨询，包括生活服务信息、政策信息、法律咨
询、心理咨询等。二是健康管理，
包括 24小时

电话医生咨询、就医指导、门诊预约、送药上门
等。
三是代叫家政服务，
包括代叫快递、代叫家
政、
代购代买等。四是紧急救援服务，通过
“一
键通”呼叫设备提供紧急救援指导等。五是每
周主动关爱，包括每周电话关怀、助老员上门
关爱等。六是事项提醒，
包括晨练提醒、就医提
醒等。
由“安康通”专业服务机构免费提供“一键
通”
呼叫设备或老人手机。此外，由“安康通老
年基金会”
赠送每户已经安装“安康通”援助服
务系统的失独家庭意外骨折险 2份,
最高可获
得每份 5000元的保险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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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计委召开人流后
关爱服务项目推进会
近日，区卫计委召开了人流后
关爱服务项目推进会。
201
6年，徐汇区紧紧围绕“降
低非意愿妊娠，减少重复人工流
产，提高育龄人群生殖健康水平”
的工作任务，以强化本区人流后对
象干预服务为切入点，开展了人流
后对象宣传干预项目，宣传覆盖人
数约 220
00人次，通过一年的宣传
干预工作，201
6年底全区人流率
显著下降。
201
7年，徐汇区卫计委将此
项工作纳入委年度实事项目，继续

推进。今年，该项工作继续由区计
生协会、区计生指导中心、区妇幼
保健所联合开展，项目将在本区 9
家计划生育医疗机构运作，预计宣
传干预目标人群 1
80
00人次，项目
依托各计划生育医疗机构 PAC门
诊，向计划生育人流对象开展干预
指导，包括发放计划生育宣传服务
指导包、填写调查问卷、开展面对
面的指导服务等。通过项目实施，
针对性地加强了本区人流后对象
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与普及，有效
提升了我区人流后对象服务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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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

“新家庭计划 -家庭
养育促进”项目
20
17年徐汇区卫生计生委委托上海市人发中心共
同实施的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1、
开展线上线下
“新家庭
计划 -家庭养育促进”养育支持工作。线下：完成全区
13个街镇各 3场，共计 3
9场对备孕、孕期、育儿年轻父
母和祖辈的家庭优生优育养育指导；
社区居民等人群的
家庭保健预防社区讲座，内容包括儿科和儿保、妇科、产
科、家庭保健预防、家庭和独生子女心理健康与促进、意
外伤害预防（婴幼儿）。线上：推广并利用受托方“宝优
网”
（www.
b
by
o
u365.
c
n
）、
“宝优网微信”
（微 信 号 ：
ba
o
y
o
uwa
ng
2013
）固定和移动端，完成与社区讲座内容
相配套的 39场家庭优生优育养育指导和家庭保健预防
的网上专家答疑解惑。开发设计
“宝优网”
有委托标识和
内容入口，全年持续提供 6万字动态权威专业网上养育
指导知识、家庭优生优育自我评估、网上优生优育讲座
视频等互联网服务，利用互联网持续便捷支持家庭科学
育儿。2、
专家指导服务支持。建立儿科、儿保、妇科、产
科、家庭保健预防等领域专家组，做好项目咨询指导、讲
题设计配套师资、咨询答疑、培训和基层专业支持等工
作。3、
调研《科学育儿的家庭支持体系研究》调研。研究
本区育龄妇以及家庭对科学育儿服务体系的支持水平
和种类,分析家庭育儿社会支持体系发展的动力,明晰
完善支持体系的路径，能够调动生育愿望，提升家庭科
学养育的质量,
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4
、编制《拓展兴
趣游戏 培养幼儿注意力》养育读物。专业有效的科普宣

传品是科学育儿的支持体系一种形式，
成功培养婴幼儿
的注意力，
就为孩子今后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奠定了
基石。这些知识又是祖辈和年轻家长缺少而欢迎的知
识，编制是对科学养育的专业支持，同时也扩大项目成
果普惠力。
5
、培训。开展
“新家庭计划 -科学养育支持促
进”
入户指导员培训，以家庭（祖辈）育儿方法技能、家庭
文化等实践为基础，
建立持续有效的科学育儿专业指导
支持。提升培训人员专业化水平。
面对由家庭育儿功能和需求弱化引发的社会问题，
通过项目综合内容和形式的实施，
优化本区育龄父母家
庭养育促进和社会支持的水平，
探索利用项目专业综合
资源，发展育儿的家庭支持体系服务，增加科学育儿服
务的多元供给，促进婴幼儿发展与提升家庭育儿能力，
提升社会家庭的和谐幸福感。

高龄孕产妇
生育指导服务项目
为落实全面两孩生育政策，从源头上减少生育风
险，徐汇区开展了高龄孕产妇生育指导服务项目，主要
为高龄孕产妇家庭提供专业、准确的生育指导宣教服
务，增强高龄孕产妇的自我保健能力，完善高龄孕产妇
备孕、孕检、
出生、养育的体系建设。项目主要内容是对
区域内 30
00户有两孩生育需求的高龄孕产妇家庭开展
宣传，制作生育和奖励政策、妇幼保健、
产科医院医疗服
务流程等内容的宣传海报，在区域范围内的妇幼所、社
区卫生中心、1
3个街道镇所属居委进行宣传张贴。制作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手册、折页进行发放宣传。

制作 3
00
0份内容包括《二宝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
生养教全攻略》手册、
《美丽妈妈的幸福烦恼》母婴健康
动画片、
《上海家庭发展》杂志、母婴口腔保健套装等服
务包，进行宣传发放。同时，根据社区需求，
在 13个街道
镇开展科学备孕、孕期和产后保健、科学育儿、子女成
长、
心理健康等专业咨询与讲座。

“健康宝贝”家庭计划
服务项目
为配合做好科学育儿国家试点项目，
徐汇区开展社
区 0-3岁科学育儿指导、系列亲子活动、家长学校、幸福
大讲堂等服务的同时，启动了“健康宝贝”家庭计划服务
项目，
项目持续两年时间。通过运用测评系统 APP手机
端下载运用，开展有针对性、专业性的咨询指导服务，通
过线下早期综合发育测试一对一指导、线上家庭养育测
评 APP软件支持的信息化模式，
开展综合发育测试及指
导。项目第一年使用益乐宝专业测评系统对 10
00名
6-24个月的孩子，
进行语言、
自我帮助、
社交情绪三方面
测评，为参加测评家庭提供一份基础服务玩具包，服务
包根据不同月龄段的孩子提供适合 0-1岁玩具（花朵次
轮）、
1-2周岁玩具（智力钟）、
2
-3周岁玩具（小熊换衣）、
家庭养育测评 APP软件使用简介等。对测评对象进行跟
踪随访、
咨询指导。项目第二年对已经参加测评的 10
00
名孩子进行复测、
跟踪、
随访，
进行科学育儿指导。
项目还根据社区需求，提供两年 50场父母讲座、亲
子游戏、专家现场咨询等，为社区 0-3岁家庭提供科学
育儿指导，
进行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