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0 年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

管理方案》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0-06-28 

卫办妇社发〔2010〕10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意见》（中发〔2009〕6 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 年）的通知》（国

发〔2009〕12 号）中关于实施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的有关要求，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我部将继续实施农村

生育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现将《2010 年增补

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管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落实。 

  

附件：2010 年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管理方案.doc 

  

                             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http://61.49.18.65/publicfiles/business/cmsresources/mohfybjysqwss/cmsrsdocument/doc8898.doc


2010 年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项目管理方案 

 

为加强出生缺陷干预工作，降低我国神经管缺陷发生

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 号）和《国务

院 关 于 印 发 医 药 卫 生 体 制 改 革 近 期 重 点 实 施 方 案

（2009-2011 年）的通知》（国发〔2009〕12 号）确定的重

点工作，卫生部决定 2010 年继续实施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

缺陷项目，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对全国准备怀孕的

农村妇女免费增补叶酸，预防和减少神经管缺陷的发生。 

一、项目目标 

根据我国出生缺陷需要优先解决的领域和问题，以我国

重大出生缺陷——神经管缺陷为首要干预目标，对目标人群

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神经管等缺陷发生

的目的。 

(一)总目标。 

到 2011 年，对全国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免费增补叶酸，

目标人群增补叶酸知识知晓率达到 90％，叶酸服用率达到

90%，叶酸服用依从率达到 70%。 

（二）年度目标。 

2010 年，对全国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免费增补叶酸，目



标人群增补叶酸知识知晓率达到 75％，叶酸服用率达到

70%，叶酸服用依从率达到 40%。 

二、项目范围和内容 

（一）项目范围。 

项目地区：全国 31 个省（区、市）。 

项目对象：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 

（二）项目内容。 

为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免费增补叶酸，在孕前 3 个月至

孕早期 3 个月服用，预防神经管缺陷。 

1.卫生行政部门要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医疗卫生机构采

取多种形式开展预防神经管缺陷为主的健康教育和培训工

作，提高目标人群相关知识知晓率和医务人员服务能力。 

2.卫生行政部门和承担本项目的医疗卫生机构要认真做

好叶酸的组织和发放工作，将干预措施落实到实处，真正做

到惠及民生，提高干预效果，保证项目达到预期目标。 

3.各省（区、市）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招标

采购，确保药品质量。根据工作进度安排及时完成招标采购，

确保年度工作任务按时完成。 

三、组织实施 

（一）组织领导。 

卫生部负责制订项目方案、提出工作目标和要求，对各

地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定期了解情况，研究、探



讨项目执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要求有效落

实。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省（区、市）的项目组织、协

调与管理，按照本项目方案制订实施方案，确保项目实施的

进度和质量，定期向卫生部上报项目相关数据。市（地）和

县（区）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项目组织管理和具体实

施，指定医疗卫生机构，专人负责辖区内的项目管理工作，

包括健康教育、人员培训、药品管理和发放、信息收集整理、

上报和监督指导等工作。 

（二）招标采购。 

各省（区、市）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叶酸进行招

标采购，招标采购的叶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国药准字号； 

2.剂型为 0.4 毫克叶酸片； 

3.生产厂家必须具备 GMP 资质； 

4.所购叶酸片需提供保险服务。 

（三）组织分发。 

1.组织形式及职责。 

（1）各省（区、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本项目的

年度叶酸需求量，集中招标采购后按计划分配给各市（地）。 

（2）各市（地）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辖区内各县（区）

需求情况，按计划分配给各县（区）。 

（3）各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婚前保健、孕



前保健、孕期保健、计划生育等多种途径，按照方案流程组

织叶酸发放工作和管理督导，并按要求上报叶酸需求量。 

（4）乡镇卫生院负责将叶酸分发到各村卫生室，指导

村卫生室规范科学发放，并对村卫生室组织发放和管理进行

监督。同时，乡镇卫生院负责辖区内高危待孕妇女的叶酸发

放和管理。 

（5）村卫生室卫生人员负责了解本村育龄妇女的孕育

状况，负责为本村准备怀孕的妇女发放叶酸并进行随访管

理，完成有关叶酸发放和服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上报；及

时上报本村高危待孕妇女信息，并负责其服用情况的随访、

监督和登记。 

（6）探索与民政、计生、妇联等多部门合作机制，多

种渠道和方式开展预防神经管缺陷为主的健康教育、培训和

叶酸发放工作，提高目标人群相关知识知晓率、服用率和医

务人员服务能力。利用婚姻登记平台开展补服叶酸的健康教

育和叶酸发放工作；利用计生部门基层组织优势，提高目标

人群的服用率和依从率；利用妇联宣传动员优势，提高目标

人群相关知识知晓率。 

2.叶酸发放、登记和随访流程。 

（1）准备怀孕的妇女。 

村卫生室卫生人员收集辖区内准备怀孕的妇女信息，确

定发放对象，入户通知其领取叶酸片，进行健康教育，并签



订知情同意书,使服药对象正确了解相关知识，提高叶酸服用

率和依从率。 

按每人每天 1 片（0.4 毫克）发放，保证孕前 3 个月至

孕早期 3 个月服用量。发放对象每次领取 1-3 个月的用量，

村医对领取叶酸的妇女进行登记，记录领取叶酸的时间、用

量以及妇女相关信息。 

村医对领取叶酸的妇女进行随访，每月至少一次，督促

妇女按时服用，并将妇女在孕前 3 个月至孕早期 3 个月叶酸

服用情况进行登记。 

如果妇女服用叶酸 6 个月未怀孕，应在医生指导下自行

购买继续增补叶酸。 

（2）高危待孕妇女。 

高危待孕妇女是指准备怀孕的妇女中，既往生育过神经

管缺陷胎儿或服用抗癫痫药者。 

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人员根据既往高危孕产妇管理记

录以及各村上报的信息，对既往生育神经管缺陷胎儿或服用

抗癫痫药的高危待孕妇女进行登记。通知高危待孕妇女到乡

镇卫生院领取叶酸片，进行健康教育，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人员按每人每天服用 4 毫克剂量向

高危待孕妇女发放叶酸，保证孕前 3 个月至孕早期 3 个月服

用量。发放对象每次领取 1-3 个月的用量。对领取叶酸的高

危待孕妇女进行登记，记录领取叶酸的时间、用量以及待孕



妇女相关信息，每月进行随访。 

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人员将领取叶酸的高危待孕妇女

名单通知所在村村医，村医应当每 1－2 周督促高危待孕妇

女按时服用，并将待孕妇女在孕前 3 个月至孕早期 3 个月叶

酸服用情况进行登记，整理后反馈给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人

员。 

（四）信息报送。 

村卫生室卫生人员负责叶酸发放和服用信息的收集、整

理，按月上报;乡镇卫生院负责月统计并上报本辖区内叶酸发

放和服用信息。县以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按月统计辖区

内叶酸发放和服用信息，并逐级报送。 

四、经费保障与管理 

（一）项目实施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

担。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已下达，详见《财政部 卫生部关于

下达 2010 年公共卫生补助资金的通知》（财社〔2010〕38

号）。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协调财政部门，落实相关配

套资金，制订本省（区、市）项目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加

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统筹使用各

级补助资金，落实督导、培训和叶酸发放工作，重点保障乡、

村两级工作经费，提高乡、村两级卫生人员积极性。 

（二）实行项目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改变专项

资金的性质和用途，不得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三）严格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和审批程序，加强财务

和会计核算，做好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同时接受上级部门

组织的资金检查。 

五、监督管理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和效

果评估。各地要根据项目的要求，结合实际，合理安排项目

进度，加强对项目实施方案制订、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加强项目的组织领导与管

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落实医

疗卫生机构和人员责任，逐级分发至各乡镇卫生院、各村卫

生室。要确保科学规范发放，严禁发放过期药品，严禁在发

放过程中收取费用、搭车售药、不按服用量发放等行为。 

（三）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按年度向卫生部报送项目总

结。卫生部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对各省（区、市）的资金使用

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附件：1.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季度统计表 

2.2010 年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补助资

金分配表 

 

 



 

 

附件 1 

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季度统计表（地市级、省级表） 
（      年     季度） 

 

                    省（区、市）/地市（州）（盖章）                                        单位：人 

填表人：                 填表机构：                                汇总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县（区、市） 活产数 

死胎和 

死产数 

围产儿中出生缺陷数 产妇数（人） 农村适龄妇女孕前和孕早期叶酸服用情况 

叶酸服用 

依从人数 

随访叶酸 

服用人次数 

增补叶酸知识 

总数 
其中：神经管

缺陷数 
产妇数 

其中：本县

农村户籍

产妇数 

新增应 

服用人数 

新增服用

人数 

其中：高风险 

新增服用 

人数 

调查 

人数 

知晓

人数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季度统计表（县级表） 
（      年     季度） 

                   区/县（盖章） 

 

县（区、市） 活产数 
死胎和

死产数 

围产儿中出生缺陷数 产妇数（人） 农村适龄妇女孕前和孕早期叶酸服用情况 

叶酸服用

依从人数 

随访叶酸 

服用 

人次数 

增补叶酸知识 

总数 
其中：神经管

缺陷数 
产妇数 

其中：本县 

农村户籍 

产妇数 

新增应 

服用人数 

新增服用

人数 

其中：高风险 

新增服用 

人数 

调查 

人数 

知晓

人数 

              

 

 

填表人：                 填表机构：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说明 

 

一、填表说明 

（一）活产数：活产指妊娠满 28 周及以上，胎儿娩出后有心跳、呼吸、脐带搏动、随意肌

收缩 4 项生命指标之一者。如孕周不清楚，可参考出生体重 1000 克及以上为准。 

（二）死胎和死产数：死胎和死产数的合计。其中，死胎数指妊娠满 28 周及以上（如孕周

不清楚，可参考出生体重达 1000 克及以上）的胎儿在宫内死亡的例数（不含因计划生育要

求的引产所致的死胎数）；死产数指妊娠满 28 周及以上（如孕周不清楚，可参考出生体重达

1000 克及以上）的胎儿在分娩过程中死亡的例数（不含因计划生育要求的引产所致的死产

数）。 

（三）围产儿数：孕 28 周至产后 7 天内的活产以及死胎和死产数（不包括计划外引产）。 

（四）围产儿中出生缺陷数：围产儿中存在的结构和功能（代谢）异常缺陷儿数。 

（五）神经管缺陷：神经管缺陷包括脊柱裂、脑膨出、无脑畸形。 

（六）高风险新增服用人数：既往生育过神经管缺陷儿或服用抗癫痫药的适龄妇女，在准备

怀孕期间补服叶酸人数。 

（七）新增应服用人数：本季新增的准备怀孕的妇女人数。 

（八）新增服用人数：本季新增的叶酸服用人数。 

（九）叶酸服用依从人数：怀孕前服用小剂量叶酸，从开始服用至怀孕头 3 个月的天数中服

用天数占 80%及以上的人数。 

（十）增补叶酸知识调查人数：至少占产妇人数的 10%。 

（十一）增补叶酸知识知晓人数：在调查人群中，知道叶酸可以预防神经管缺陷，且知道应

在怀孕前 3 个月开始服用的人数。 

（十二）本报表中各指标统计范围均为常住人口，即在当地居住 1 年及以上的本地户籍及非

本地户籍人口。与妇幼卫生年报要求一致。 

二、逻辑关系 

（一）围产儿中出生缺陷数总数≥其中神经管缺陷数。 

（二）本县户籍产妇数（人）≥本县农村户籍产妇数（人）。 

（三）新增服用人数≥高风险新增服用人数。 

（四）新增服用人数≥叶酸服用依从人数。 

三、相关统计指标及定义说明 

（一）出生缺陷率：围产儿中出生缺陷数 / （活产数+死胎和死产数）*10000/万。 

（二）叶酸服用率：服用人数 / 应服用人数*100%。   

（三）叶酸服用依从率：叶酸服用依从人数 /服用人数*100%。 



 

 

（四）增补叶酸知识知晓率：增补叶酸知识知晓人数 / 调查人数*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