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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卫字〔2021〕17 号

芮城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关于印发芮城县 2021 年新生儿先天遗传

代谢性疾病筛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机构：

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发生，促进儿童健康发

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芮城县 2021 年新生儿疾病筛查实

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芮城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2021 年 3 月 30 日

芮城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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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县 2021 年新生儿疾病筛查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国儿童发展

纲要（2011-2020 年）》《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尽早发现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降低儿童智障发生率，提高出生

人口素质，根据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印发《山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20 版）》（晋

医保发〔2019〕63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组织管理

运城市新生儿先天遗传代谢疾病筛查中心设在运城市妇幼

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分中心设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我县成立新生儿疾病筛查领导组和技术指导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二、目标任务

1、开展遗传代谢病苯丙酮尿症（PKU）、先天性甲状腺功能

减低症(CH)、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和串联质谱(MS/MS)

的筛查工作，2021 年新生儿疾病筛查率以各助产医疗机构为单

位力争达 100%。

2、所有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助产医疗

机构必须依法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对新生儿监护人履行告

知义务，规范采血，新生儿疾病筛查覆盖率、知晓率达 100%。

3、对筛查出的可疑阳性病例进行追踪随访，督促可疑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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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进行复查，回访复查率≥98%。复查仍为阳性者，新生儿疾

病筛查中心应督促家长积极治疗，减少残疾发生。

三、筛查机构与筛查对象

本县经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对在本单位

出生的所有活产新生儿按规定和要求做好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工

作。

四、筛查项目

为全县新生儿进行苯丙酮尿症（PKU）、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

低症（CH）、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及串联质谱（MS/MS）

的筛查。

五、工作流程

(一) 告知：新生儿疾病筛查应当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

在对新生儿实施疾病筛查前，助产机构应当根据《新生儿疾病筛

查技术规范<2010 版>》内容，将“新筛”的有关规定、目的意

义、筛查项目、方式、费用等情况告知新生儿的监护人，经其理

解和同意，在《新生儿疾病筛查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后，对新生

儿进行血标本的采集。

(二) 采血：各助产机构应当在婴儿出生 72 小时充分哺乳后，

按照国家《新生儿疾病筛查采血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采血，制

成血标本，自然晾干，并做好登记。

（三）血片递送和质控：各助产机构按要求将血标本送至县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进

行血标本质控、微机录入信息，集中至 2～8℃冰箱保存血标本，

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合格血标本寄送至运城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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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对实验室检测机构二次质控后不符合要求的标本，应立即通

知助产机构按要求重新采集。

(四) 追踪随访：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在接到实验

室检测机构出具的可疑阳性报告后，应在 1 个工作日内通知新生

儿监护人，督促并确保其在收到通知后 2-7 个工作日内携带新生

儿到原助产机构采血，尽早得到确诊和相应干预治疗，同时做好

跟踪随访工作。

因地址不详或拒绝随访等原因而失访者，由各助产机构协助

追踪，对再失访者，助产机构应当注明原因，并将失访情况及时

上报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再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上报至运城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备案。

（五）确诊治疗：对召回可疑阳性患儿，由市妇幼保健院复

查，按照原卫生部《新生儿疾病诊治技术规范》进行疾病诊断和

鉴别诊断，出具确诊报告，并负责患儿治疗。

六、项目收费管理

（一）筛查项目

苯丙酮尿症（PKU）、先天性甲状腺机能减低症（CH）、先

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串联质谱（MS/MS)，具体方案

见下表。

方案 筛查项目 筛查疾病 信息卡及采血量

A 三项筛查 PKU、CH、CAH 白色信息卡 3个血斑

B 四项筛查 PKU、CH、CAH、MS/MS 粉色信息卡 3个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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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费方案

依据《山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20 版）》

计费项目和标准。苯丙氨酸测定（PKU）编码 250700015 收费 57

元、血清促甲状腺激素（CH）编码 250310001 收费 21 元（使用

荧光酶免疫法加收36元）、17α羟孕酮测定（CAH）编码 250310033

收费 24 元、血清各类氨基酸测定（MS/MS）编码 250309007 收费

43 元/种，检测 13 种氨基酸。全市新生儿疾病筛查进行组合项

目检测，收取三项筛查费用为 130 元（检测诊断 104 元/例，宣

传、督导、培训、信息报表、协助召回 9 元/例，血片采集 17 元

/例）；四项筛查费用为 474 元（检测诊断 414 元/例，宣传、督

导、培训、信息报表、协助召回 15 元/例，血片采集 45 元/例）。

（三） 筛查费用结算

1、缴费：结算实行“公对公支票转账”。采血机构根据运

城市妇幼保健院出具的收费发票，于每月 25 日前将上月全额费

用转账至运城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所在机构运城市妇幼保健

院基本户。

2、单位全称：运城市妇幼保健院

账 号：04-500201040007667

开户行：农行运城分行营业部

汇款需从本单位账户汇出，必须注明“×××机构新生儿疾

病筛查费”，以便核对。

七、信息管理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辖区筛查信息的收集、审

核、汇总上报、管理等工作。各助产机构于每月和每季度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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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 3 日前，将本机构上月和上季度《新生儿疾病筛查月报表》、

《新生儿疾病筛查季报表》（见附件 3、4）报送至县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汇总后统一上

报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负责人：徐玉微 15803599330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要将新生儿疾病筛查作为当年卫生健

康的一项重点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切实加强新生儿疾病

筛查日常监督管理，杜绝助产机构将新生儿疾病筛查血标本外送

市域外其他检测机构；要加强组织管理，成立新生儿疾病筛查领

导组和技术指导组，负责全县筛查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监

督指导和全县项目的技术支持、指导、评估、培训、质控等工作。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辖区筛查工作的组织、

协调、监督等具体事宜；负责做好采血卡片的登记、递送和资料

保存等工作；负责做好采血卡片信息的录入、上报和质控管理工

作；负责对新生儿疾病筛查出的阳性或可疑阳性病例进一步复筛，

并做好追踪随访。

助产机构：经批准可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保健

机构具体负责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健康教育和血样标本的采集工

作。由专人负责新生儿疾病筛查血样标本的采集，负责做好对新

生儿监护人的告知，及时详尽地解答疑问；负责做好采血卡片的

登记；负责做好可疑阳性患儿的复查采血工作，使可疑阳性患儿

在最短时间内得以确诊和干预；负责收取“新筛”费用上交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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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应设有 1-2 名采血质控员，并保证人员相

对固定，严格按照《新生儿筛查采血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做

好采血、血样标本制作和保存等工作，从源头把好“新筛”第一

关。

（二）开展技术培训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负责组织筛查相关人员进行血片采集、

阳性召回、随访、信息管理等环节的专题培训，提高筛查管理水

平和服务能力。

（三）广泛宣传动员

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宣传标语、宣传日活动等

途径，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相关政策和新生儿健康知识宣传，使

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新生儿疾病筛查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和支

持筛查工作，为筛查工作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氛围。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各助产机构应通过发放宣

传折页、办宣传板报、开设健康讲座、播放专题片等方法向准备

怀孕或已怀孕的妇女宣传新生儿疾病筛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筛

查流程等内容，特别是各助产机构要对住院分娩孕产妇做到100%

知情告知，提高目标人群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知晓度和接受度。

附件：1、芮城县新生儿疾病筛查领导组

2、芮城县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指导组

3、新生儿疾病筛查月报表

4、新生儿疾病筛查季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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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芮城县新生儿疾病筛查领导组

组 长：姚应社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吴许芳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主任科员

成 员：梁雨阳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妇幼工作负责人

杨春安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许惠萍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许转正 县中医院副院长

杨克林 县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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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芮城县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指导组

组 长：方 玲 县妇幼计生中心院委

副组长：王芳妮 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李荣荣 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柳艳鸣 县中医院妇产科主任

苏菊芳 县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成 员：薛 茹 县妇幼计生中心儿童保健科科长

薛姝红 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张 茹 县中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周海荣 县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徐玉微 县妇幼计生中心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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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生儿疾病筛查月报表

助产

机构

活产数

首次血片

不合格数

首次血片

补采数

签署知情告

知书比例
筛查数 筛查率

男性 女性
性别

不明
合计

农村

户籍

非农村

户籍
省内 省外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备注：每月 3 日前上报芮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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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运城市芮城县新生儿疾病筛查 报表
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备注：每季度 3日前上报芮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助产机构

活 产 数

筛

查

数

首次

血片

不合

格数

首次

血片

补采

数

签署

知情

告知

书比

例

宣传情况 培训情况

男

性

女

性

性

别

不

明

合计
农村

户籍

非农

村户

籍

省

内

省

外

宣

传

手

册

（份）

宣

传

画

（张）

DVD
光

盘

（张）

其

它

培训

班次

数

参加

人次

数

参加

上级

培训

人次

数

接受

上级

指导

人次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