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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9年河南省“红十字会送医计划”

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号），扎实

推进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全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河南

省红十字会委托河南律信绩效评价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月至 11月对 2015-2019年河南省“红十字会送医计划”

（以下简称“红会送医”）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评价。为做好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切实了解项目实施成效，出具专业性的

评价报告，评价组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通过审核

资料、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指标评分等工作程序（具体工

作开展情况见附件 1），并与被评价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形成

如下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发展

医疗卫生事业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而卫生人才

则是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得到较快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我省卫生人力资源总量仍然不足、素质和能力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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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结构分布不尽合理、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特别

是基层卫生人才严重短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

为破解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资源匮乏难题，全

面提升县、乡两级医务人员的能力素质，按照“保基本、强

基层、建机制”的要求，2015年我省实施了基层卫生人才工

程（简称“369人才工程”），基本内容是通过引进培养、在

职培训和帮扶支援等 3种途径，利用 6年时间，实施医学院

校毕业生特招、基层骨干医师培训、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等 9

项计划，为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培养一批下得去、用得好、

留得住的优秀医疗卫生人才，建立一套选才、育才、留才的

人才工作机制。

“红会送医”计划作为“369人才工程”中的 9项计划

之一，是省政府赋予红十字会的重要工作任务，要求充分发

挥红十字会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包括离退休医护人员在内的

各类志愿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保障“红

会送医”计划的顺利进行，省红十字会与省卫计委、省财政

厅等 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基层卫生人才工程实施方案

的通知》（豫卫发〔2015〕2号），其中《河南省红会送医计

划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从 2015年到 2020年，每年组织不

少于 3000 人次的红十字志愿者，深入省内偏远地区县乡级

公立医院，开展“送技术、送知识、送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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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帮、带以及授课培训等方式，培训基层卫生人员

24000名，义诊群众近 30万人次，帮助提高县乡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减轻群众就医成本，提升群众健康

水平，助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二）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项目预算资金来源

2015—2019年“红会送医”项目资金预算共 1360万元，

全部来源于省级彩票公益金，省红十字会负责项目经费使用，

依据省财政厅批复 2015—2019 年省红十字会收支预算的通

知，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资金全部分配至省红十

字会，具体情况见表 1-1。
表 1-1 “红会送医”项目 2015-2019年资金预算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资金额 资金到位率

2015年 200 100%
2016年 260 100%
2017年 300 100%
2018年 300 100%
2019年 300 100%
合计 1360 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河南省“红会送医计划”项目经费使用办法》，“红

会送医”项目资金支出范围包括红会送医计划志愿服务活动

中志愿者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费、场地租用费、

简单医疗耗材费，必要的会议、培训、宣传、印刷费，项目

督导评估等费用。

首先，市（县）红会、志愿服务队联络员负责收集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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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送医”项目相关的票据，并进行初审；然后，省红会送医

办人员、财务人员对汇总上报的票据进行复审，审核通过后

由省十字会给予统一支付。通过对 2015—2019 年“红会送

医”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进行统计汇总，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2015—2019年预算执行率都达到了 100%，具体情况见

表 1-2。
表 1-2 “红会送医”项目 2015-2019年预算执行率 单位：万元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项目资金额 200 260 300 300 300 1360

项目支出额 200 260 300 300 300 136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三）项目实施内容及完成情况

项目实施内容主要是：招募一批业务技术精湛、工作经

验丰富，具有奉献精神的临床和医技专家型志愿者，结合志

愿服务特点，针对基层实际需要，重点对县级公立医院“送

技术”，对乡镇、村级卫生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送知识”，

对广大人民群众“送义诊”，使基层卫生人员掌握新知识、

学会新方法，使群众掌握心肺复苏和常见意外伤害后的基本

救护技术，弘扬红十字精神、传播红十字理念。

省红十字会在 2015—2019 年的每个年度都细化制定了

具体的年度“红会送医”工作方案，截至当年末，基本都完

成了年度工作任务。具体年度实施内容及完成情况见表 1-3。



5

表 1-3 “红会送医”项目 2015-2019年完成情况

年份 计划开展内容
当年任务完成

情况

2015年

省红会及省直红会团体会员组建 20支志愿者队

伍，组织不少于 100批次、800人次的志愿服务

活动；各省辖市红会组织不少于 120人次的志愿

者，到实施县（市）开展义诊、咨询、培训等活

动

基本完成

2016年
招募不少于 3000人次的红十字志愿者；帮带不

低于 24000名基层卫生人员；义诊、培训群众近

15万人次

全部完成

2017年

开展不少于 400批次、3500人次的“送技术、

送知识、送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帮带 1.5万名

基层卫生人员；义诊群众不少于 8万人次；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不少于 150场

全部完成

2018年

组织招募 105支志愿服务队、4500名红十字专

家志愿者；开展不少于 450批次的“送技术、送

知识、送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帮带 1.5万名卫

生人员；义诊群众不少于 9万人次；到全省不少

于 200个贫困村开展活动

全部完成

2019年

组织招募 107支志愿服务队、4000名红十字专

家志愿者；开展不少于 400批次的“送技术、送

知识、送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帮带 1万名卫生

人员；义诊群众不少于 6万人次；到全省不少于

100个贫困村开展活动

全部完成

二、项目总体评价结论

总体上看，“红会送医”项目自 2015年实施以来，省红

十字会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的意见》，

充分发挥团体会员单位中有众多医疗卫生单位的优势，每年

招募一定数量的有意愿、有专长、有爱心的医护志愿者，到

县及以下公立医院进行传、帮、带和深入农村、社区开展“送

技术、送知识、送义诊”活动，扎扎实实提高了县级及以下

公立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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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项目实施过程中也

存在部分资金使用不够合规、个别单位积极性不够高、工作

人员紧张等问题。

依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红会送医”项目的组

织管理、资金使用、实施内容和实际效益进行全面综合评价，

2015—2019年“红会送医”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得分为 87.56

分，具体情况见表 2-1。依据《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管理办法》（豫财效〔2020〕10号）规定，该项目资

金的绩效评价等级为“良”。指标体系的具体评分及分析内

容见附件 2、附件 3。
表 2-1 项目总体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A决策 B过程 C产出 D效益 合计

分值 15 25 30 30 100

得分 13.28 20 25.54 28.74 87.56

得分率 88.53% 80% 85.13% 95.80% 87.56%

三、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落实文件要求，逐步推进基层卫生人才能力建设

“红会送医”项目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的意见》《河南省卫计委关于印发

基层卫生人才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采取帮扶

支援的基本途径，助力提升县乡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技

术水平。从 2015年到 2019年，红十字会通过招募专家志愿

者、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流程，每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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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不少于 3000 人的医技专家志愿者，深入省内偏远地区县

乡级公立医院，通过传、帮、带以及授课培训的方式，指导

基层医生查房、诊疗、手术，并进行现场讲座、远程会诊，

传播新知识、新技术，受到基层医疗机构的好评。“红会送

医”项目 5年共计帮带了 88625名基层医护人员、示范查房

38842次、示范手术 3115台、解决疑难病例 21674个，为基

层培训了一支留得住的高水平医疗卫生队伍。

（二）创新工作机制，逐步提高红会送医帮扶精准度

“红会送医”项目属于创新之举，在全国红十字会系统

中尚属首次，没有模式和经验可循，从 2015 年至 2019 年，

“红会送医”的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创新，积极融入精准扶

贫和“健康中国”、医改等改革发展大局，更好地满足基层

医疗单位、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实现精准帮

扶。如主动融入“脱贫攻坚”大局，向国家级、省级扶贫工

作重点县倾斜，实现了全省贫困县全覆盖，并有针对性地对

全省深度贫困县给予重点关注；在召开项目对接会时，注重

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需求，征求所需专家的专业及专题讲座

的方向，组织专家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点对点沟通，简化操

作流程；活动中注重宣传和扩大影响，以更多更好服务群众

为宗旨，提高事前知晓率；各地依据本地情况，适时调整送

医志愿者、因地制宜开展内容丰富的送医行动；个别项目县

还组织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成立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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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义诊活动。“红会送医”项目 5年共计覆盖 102个县（市、

区），帮扶 913 所基层医疗机构，基本上覆盖了全省的市辖

县。

（三）发挥纽带作用，逐步提升红十字会公益形象

“红会送医”项目发挥了红十字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 2015 年 6 月启动至今，省、市、县三级红会工作人员广

泛招募专家志愿者和征集基层医疗机构需求，使县、乡医护

工作者和农村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省、市级专家高水平

的传帮带和诊疗，在河南已经形成声誉好、叫得响、影响大

的公益品牌。如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科室设置不健全、科室优

势不突出、不能引领单位的综合发展和长远建设的实际，红

会分门别类组织多次座谈会，帮助他们把自身的优势特色找

好、把阻碍单位长远发展的症结找准，采取固定专业、细化

方案、轮流培训等方法把基层卫生单位的优势特色固强，把

阻碍单位长远发展的短板补齐，达到医护人员素质和医疗技

术水平双提升的目标。又如 2018年博爱周“红会送医计划”

特别行动，省、市、县红十字会共组织了 125支红十字医疗

专家志愿服务队深入 239个贫困村开展了 238次送医特别行

动，参与专家志愿者 1971人，解决疑难病例 1891例，开展

健康讲座 112场，义诊群众 41989人次，免费发放药品 151100

元，发放健康卫生知识宣传资料 20000多份，既拓展了项目

内容、帮助了弱势群体，又扩大了“红会送医”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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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誉度和影响力。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资金使用不够合规，预算执行有待规范

一是项目资金全部下达至省红会，由省红会负责资金管

理，每次项目活动开展后，由联络员持河南省“红会送医计

划”项目志愿服务队活动审批表、预算表、决算表、签到表

和发票、食宿费明细单、电子结算单等原始附件到省红会审

核报销，由于报销项目过于细碎、频繁，增加了省红会财务

工作压力。二是由于项目实施任务重、人员有限等原因，使

用项目资金 2.61 万元外聘工作人员协助项目开展，不符合

《河南省“红会送医计划”项目经费使用办法》中的项目经

费支出范围，预算执行有待规范。

（二）部分环节实施不够严谨，实施力度有待加强

一是 2015—2019年的项目实施方案每年都在不断更新

改进，但是存在部分项目实际执行与实施方案相脱节的问题，

如 2019年实施方案要求 4月底前报送医疗专家志愿者登记

注册并报送花名册，但实际实施时并未提交花名册；另外部

分年份未进行项目工作推进会，未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

二是个别送医单位积极性不够高，并未严格按照实施方案中

规定的送医次数和每次的送医天数和送医人数来执行，忽视

送医质量、增加送医成本；另外个别市、县红会没有将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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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医列入单位议事日程，领导不重视、组织不得力、计划不

到位、效果不明显。

（三）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绩效管理意识有待

加强

一是年度绩效目标与方案中的工作任务量对映程度较

低，存在部分绩效指标值远大于工作任务量的情况，指标值

设置依据不够恰当。二是产出指标与效益指标的概念区分有

待进一步提高，部分产出指标如义诊群众数量和帮带基层卫

生人员数量等指标放在效益指标中更为恰当。三是部分绩效

指标值过于定性、不够量化,如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红十字

志愿者作用发挥充分、各级市县红十字组织到位等指标，不

易衡量。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强化资金管理意识，规范资金使用

一是项目主管部门应依法对项目经费使用范围进行清

晰界定，根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在省财政厅指导下制定合

理的资金管理办法，优化资金使用流程，提高资金使用的合

规性。二是加强对项目经费使用的监管，优化项目资金的财

务报销流程，严格审核报销票据和资料，确保票据来源合法、

资料内容真实。三是资金使用部门要进一步准确把握《河南

省省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中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提

高财务管理水平，确保项目资金支付手续完整、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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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款专用、合法合规。

（二）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敦促项目实施

一是进一步明确部门对项目管理的主体责任，完善项目

实施方案，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优化项目

开展环节，提高项目实施进度；二是完善项目实施的监督管

理机制，加强对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开展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

的“双监控”，对项目进展缓慢的市县或单位进行督促，查

找问题，分析原因，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三是制定

明确的志愿服务活动验收标准，督促各医院和红会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自验收工作，并对上报的验收情况及时组

织抽样检查。

（三）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意识，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一是提升项目主管部门对绩效管理的认识。进一步将绩

效管理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逐步构建事前评

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实现预算绩

效管理一体化，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二是学

习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省财

政厅发布的《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等有关文件，切实提高项目实施单位对绩效目标的认识理解

水平。三是加强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评价的

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单位，并督促其整改，建立资金分配与

绩效评价结果挂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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