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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A19

落户 宁波市妇儿医院

“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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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
落户宁波
宁波市妇儿医院成为浙东首家获授牌的医院

9 月 12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联
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中
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在北京
举行
“军民同心，
让爱无缺”
预防出生
缺陷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传来
消息，宁波市妇儿医院被授予“国家
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该院成
为浙东地区唯一一家拥有国家级出
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的医院。
宁波市妇儿医院作为宁波市产
前诊断中心、
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优
生优育检测中心，
有能力对出生缺陷
患儿进行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救
助、追访、咨询等工作。目前，
医院已
开设产前诊断门诊与遗传咨询门诊、
胎儿医学门诊、
小儿代谢门诊、
儿童智
能测试、
儿童康复等相关诊疗、
咨询和
康复门诊，
同时医院也是国家先天性
结构畸形救助项目试点单位之一，
为
出生缺陷患儿开通就诊和救助绿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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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妇儿医院副院长
邱海燕上台领取出生缺陷干
预救助基地铜牌。

每年的 9 月 12 日，是
预防出生缺陷日。昨天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军 民 同
心，让爱无缺”预防出生
缺陷日主题宣传活动中，
宁波市妇儿医院被授予
“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地”称号，该院成为
浙东地区唯一一家拥有
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地的医院。
为减少出生缺陷的
发生，宁波市妇儿医院在
每年产前筛查与新生儿
筛查近 17 万人次的前提
下，发挥专业优势，提升
工作经验，整合了宁波市
产前筛查与诊断实验室、
新生儿疾病筛查实验室
和出生缺陷防控实验室，
组建成立全市唯一的出
生缺陷防控中心，给全市
人民的生育健康带来福
音。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马蝶翼

公益项目，共同开展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系列公益活动，一起为“减少出
生缺陷人口比率，促进出生缺陷患
者康复，提高救助对象生活质量”而
努力。

院内悬挂主题横幅营造气氛，在候
诊区域滚动播放出生缺陷预防视频
及预防知识，同时积极组织开展主
题咨询及出生缺陷预防知识讲座活
动，提高群众对出生缺陷危害及防
治措施的认识。
今年的预防出生缺陷日，
医院举

行了主题为
“预防出生缺陷，
护佑母婴
健康”
的公益活动。活动中，
市妇儿医
院产科主任医师赵羽玲、中医科副主
任医师黄月颖、新生儿科护士长冯意
红分别作了《如何生个健康宝宝》
《再
生育的孕前中医调养》
《袋鼠式护理
——回归自然》的科普讲座。

出生缺陷患儿可获救助
多项惠民利民政策做保障

有出生缺陷患儿的家庭，
都面临
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负担。记者从市
妇儿医院了解到，
目前市妇儿医院有
一个慈善救助基金落户，
可以帮助出
生缺陷患儿的家庭渡过难关。
今年 1 月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先
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浙江省有四
家医院入选，
宁波市妇儿医院是该项
目浙东地区唯一的定点医疗机构。
该项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
司、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联合发起，主要针对发病率相对较
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效果良好
的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为患儿提
供医疗费用补助。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的救
助对象包括：神经、消化、泌尿与生
殖、肌肉骨骼、呼吸系统先天性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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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提供个体化的诊断、
治疗与康复。
“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地”设立后，医院将发挥医疗机构的
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基金会的出生
缺陷防治研究工作，承接基金会的

预防出生缺陷主题宣传活动开展
专家讲解如何科学防治出生缺陷

近年来，出生缺陷日益成为突
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不
仅影响儿童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
量，而且影响整个国家人口素质和
人力资源的健康存量，影响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每年的宣传日期间，
医院都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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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同心，让爱无缺”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活动中，宁波市妇儿
医院被授予
“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

和五官严重先天性结构畸形患儿。
患病儿童在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因诊
治产生的费用，补助为一次性给予
3000 元—30000 元的补助金。
宁波市慈善总会从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宁波市户籍常住人口
PKU 患儿实施资助（0-8 周岁 3 万元/
年，9-18 周岁 2 万元/年），由宁波市
妇儿医院协助市慈善总会无偿为患
儿家长代办特制食品手续，并提供 1
年四次免费检测苯丙氨酸浓度。
凡参加宁波市孕产妇和儿童保
健系统管理的宁波市常住人口（指
宁波市户籍人口及办理居住证半年
以上的非宁波市户籍人口）均可享
受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先天性甲状
腺功能低下症、苯丙酮尿症、先天性
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葡萄糖-6-磷

酸脱氢酶缺乏症四种疾病）、新生儿
听力筛查及中孕期血清学产前筛查
免费项目。
为防止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发
生，全市孕产妇可到所在社区保健
机构免费领取叶酸。同时，
“ 艾梅
乙”是母婴传播的重大常见疾病，为
保障下一代的健康，确保母婴传播
的阻断，各级医疗机构为孕产妇提
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免费检测。
在医保政策方面，针对出生缺
陷患儿也有一些优惠政策：
再生障碍
性贫血和血友病患儿门诊费用个人
只需承担 20%；
苯丙酮尿症患儿主要
使用的药物
“科望”
，
列入大病保险范
围；
先天性免疫缺陷症患儿，
应用
“人
免疫球蛋白注射液”，向市医保中心
备案后，
可列入医保支付范围。

三级预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全市唯一的出生缺陷防控中心成立

为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近年
来市妇儿医院通过加强一级预防、
深化二级预防、巩固三级预防，综合
防治，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
时，该院组建成立了全市唯一的出
生缺陷防控中心。
为加强孕前一级预防及孕产
期科普宣教，市妇儿医院开展了孕
前保健咨询门诊和再生育咨询门
诊等孕前一级预防工作。2014 年
2 月份，市妇儿医院在北部院区开
出 市 区 首 个“ 再 生 育 咨 询 专 家 门
诊 ”，为有再生育需求的家庭提供
咨询服务。

为深化二级预防，
市妇儿医院加
快产科亚专科建设。设立在市妇儿
医院的宁波市产前诊断中心是浙江
省产前诊断分中心，
也是省卫计委在
宁波市核准开展母婴保健产前诊断
技术的唯一医疗保健机构。2015 年
1 月 15 日，
成为全国首批开展高通量
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临床应用
试点工作的产前诊断机构。
目前开展的项目有产前 BOBS
快速检测技术、绒毛活检、脐血穿刺
和孕早、中期联合筛查等产前筛查
等，中心多项指标位于浙江省乃全
国前列。平均每年的产前筛查量在

8 万人次左右，2016 年全市户籍筛
查 率 达 97.55% ，非 户 籍 筛 查 率 为
74.93%，确诊 21 三体 60 例、18 三体
21 例，确诊其他染色体异常 45 例，
部分予以适时终止妊娠。
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主要
针对新生儿。宁波市妇儿医院拥有
宁波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现为
浙江省新生儿疾病筛查分中心，也
是省卫计委核准在浙江省开展新生
儿疾病筛查的两家机构之一。新生
儿筛查量每年 9 万人次左右，2016
年全市筛查率达 99.66%，可疑儿童
召回率达 9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