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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全国护士总数达到 550万人

补短板强弱项 护理事业要上新台阶

据国家卫健委介绍，“十三

五” 时期，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持续深化医改进程

中， 护理事业快速发展、 成效显

著，护士队伍持续发展壮大。

通过持续开展优质护理服

务，实施护士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基层护理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护

理服务质量持续提高， 中医护理

特色更加突出， 护理工作更加贴

近患者、贴近临床、贴近社会。 各

地基本实现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优质护理服务全覆盖， 群众看病

就医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通过开

展“互联网 + 护理服务” 试点工

作，实施老年护理服务发展工程，

积极推进老年居家医疗护理服

务，护理服务模式得到创新发展，

护理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拓展，覆

盖医疗机构、 社区和居家以及全

人群。 护士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医

疗护理服务更加多样化， 在疾病

预防、治疗、护理、康复和安宁疗

护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

全面实行护士电子化注册， 护士

执业管理更加便捷高效。 医疗机

构逐步建立护理岗位管理制度，

实施基于护理岗位的护士人力配

置、培训、考核等，逐步实现护士

同岗同薪同待遇、多劳多得、优绩

优酬，充分调动护士积极性。

不过，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相

比， 我国护理事业发展还存在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护士队伍

数量相对不足、分布不均；护理服

务供给与群众多样化、 差异化的

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护理服务内

涵领域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护理领域相关体制机制仍需健全

完善等。 ”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

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

护理事业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李远方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适应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和经济

社会发展对护理事业发展的新

要求，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了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

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全国护士总数达到

550 万人，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达到 3.8 人， 护士队伍数量持续

增加，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和

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基本适应经

济社会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

需要。

近十年来我国

护士数量每年以平

均 8%的增幅增加，

截至 2021 年年底，

我国护士人数已经

超过 500 万， 达到

501.8 万，比 2012 年

增长了一倍多，每千

人口注册护士数达

到 3.56 人，医护比达

到 1:1.7。

基层从事护理

工作的护士数量在

2021 年达到 115 万

人， 比 2012 年时的

52.8 万人增长了 62

万余人。 在整个护士

队伍发展过程中，男

性护士的比例也在

不断提升。截至 2021

年年底， 在全国 500

多万护士中，男性护

士 的 比 例 占 到 了

3%。

护士的学历、素

质和专业服务能力

都在不断提升。 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的护

士， 从 2012 年的占

比 56%提高到 2021

年的近 80%。

近日，江苏食品药

品职业技术学院护理

学院开展技能学习竞

赛， 通过组织技能展

示、技能比拼等，激发

学生扎实学习职业技

能的热情，增强职业服

务意识。

CNSPHOTO提供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护理

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 对护理服务特别

是老年护理服务提出迫切需求，

需要有效增加老年护理服务供

给。 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有 2.64

亿老年人，其中约 4000 万是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 对养老护理服务

人员的需求达 600 多万。 加快发

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十分重要。

规划提出， 鼓励有条件的医

疗机构结合实际开展家庭病床、

居家护理服务， 有效扩大老年护

理、康复护理、居家护理等服务供

给。在加强护士队伍建设方面，采

取有效措施增加护士队伍数量，

特别是从事老年护理、 社区护理

工作的护士数量。

郭燕红表示，目前，在满足老

年人的医疗护理服务需求方面缺

口还比较大。《关于加强老年人居

家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有

条件的医疗机构积极为老年人提

供疾病诊疗、医疗护理、康复等上

门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今后将加

强老年护理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培

训工作，以省（区、市）为单位，开

展老年医疗护理的试点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十三

五”规划，此次规划将护理信息化

建设作为一项重点任务， 将对护

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提到新

的高度。

北京市是“互联网 + 护理服

务”第一批试点城市。对于如何规

范“互联网 + 护理服务”，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

李昂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首先是明确责任主体， 自试点工

作开展以来， 北京市规范了互联

网护理服务网约平台的服务模

式， 推动了网约平台设置线下的

实体医疗机构， 以实体医疗机构

为责任主体， 以线上申请和线下

服务的模式， 来提供居家的护理

服务。其次是明确护士资质，即必

须有 5 年以上的临床护理工作经

验，有护师以上技术职称，要在线

下实体医疗机构进行备案和注

册，同时要经过岗前培训，才能为

患者进行居家护理服务。 截至

2021 年年底，北京市共有 7362 名

护士在实体医疗机构进行了注

册、备案。

此外， 试点机构要有相应的

规章制度和应急处置方案。 对于

从业人员， 实行电子实名认证和

岗前培训， 而且要严格执行信息

安全和医疗数据保密的有关法律

法规，妥善保管好患者的信息。同

时， 要向监管部门开放相关的数

据以利于监管， 禁止没有评估的

抢单行为， 服务的整个过程要做

到全程留痕，可查询、可追溯。

数据

护理事业需要紧紧围绕人民

健康需求，构建全面全程、优质高

效的护理服务体系， 不断满足群

众差异化的护理服务需求。

据悉， 当前护理领域的主要

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的护理服务

需求与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

盾， 需要进一步从护理体系、服

务、技术、管理、人才等多维度统

筹推动护理高质量发展， 提高护

理同质化水平。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我国

护理事业发展要达到以下目标：

全国护士总数达到 550 万人，每

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 3.8 人，

护士队伍数量持续增加， 结构进

一步优化， 素质和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 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和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的需要。 责任制整

体护理有效落实， 护理服务更加

贴近群众和社会需求。 护理内涵

外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老年、中

医、 社区和居家护理服务供给显

著增加。 护理科学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持续改进，调

动护士队伍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进

一步健全完善。

为实现上述目标， 规划提出

了完善护理服务体系、 加强护士

队伍建设、推动护理高质量发展、

补齐护理短板弱项、 加强护理信

息化建设、推动中医护理发展、加

强护理交流与合作等任务， 并制

定了加强监测评估、 对地方创新

典型经验予以交流推广等保障措

施。

链接

〉〉〉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切实将护理

工作纳入本地区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和持续深化医改总体规划中，统

筹安排部署，同步推动实施。 二

是加强监测评估。 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制定完善本地区“十

四五”时期护理事业发展监测评

估方案，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

监测和中期评估工作。 三是及时

总结推广。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按照本规划要求，因地制宜

贯彻落实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

究，勇于先试先行。 四是注重宣

传引导。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和医疗机构要做好“十四五”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政策解读和舆

论引导。

■规划主要任务：

■规划保障措施：

一是完善护理服务体系。 优

化护理资源布局， 增加护理服务

供给。二是加强护士队伍建设。持

续增加护士数量， 加强护士培养

培训，保障护士合法权益，调动护

士积极性。 三是推动护理高质量

发展。 持续深化优质护理，创新护

理服务模式，加强护理学科建设。

四是补齐护理短板弱项。 加快发

展老年医疗护理， 实施老年医疗

护理提升行动， 提升基层护理服

务能力，加快发展安宁疗护。 五是

加强护理信息化建设。 充分借助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

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结

合发展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

健康”等要求，着力加强护理信息

化建设。 六是推动中医护理发展。

健全完善中医护理常规、 方案和

技术操作标准。 积极开展辨证施

护和中医特色专科护理， 持续提

升中医护理服务质量。 七是加强

护理交流合作。 深入开展与国际

及我国港澳台地区间护理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在护理管理、制度政

策、人才培养、护理技术等方面加

大交流合作的力度。

尽快补齐短板弱项

加速护理信息化建设

关于不法分子冒用中国航油集团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油集团山西石油有限公司名义虚构潮保

中航油山西应收债权资产项目的公告函

尊敬的各法人、自然人、各位投资者：

近期有不法分子以深圳市潮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潮商公司”）作为发行人，以潮商公司受让中国航油集团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石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航油集团

山西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公司”）23760 万元应收账款（债

务人：中铁十二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作为保

障措施，以中航油石油公司为投资者的全额本金及收益承担不可撤

销的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作为增信措施，虚构《潮保中航油山西应收

债权资产项目》并对外公布，同时利用该项目对外吸收资金。

根据相关材料显示，实施上述行为的人员，为使投资者信以为

真，并最终到达欺骗及吸引投资者投资的目的，还虚构了山西公司

与中铁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中航油石油公司与潮商公司签订的

《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中航油石油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上述协议、 合同及担保函中的中航油石油公司及山西公司公章、法

定代表人名章均系伪造，中航油石油公司及山西公司从未参与相应

活动，也未曾签订上述材料。

鉴于上述情形，中航油石油公司及山西公司敬告各法人、自然

人、各位投资者：上述《潮保中航油山西应收债权资产项目》为虚构

项目，中航油石油公司及山西公司从未参与相应活动，请谨慎投资，

谨防上当受骗。 同时，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我方已就上述情况依法

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特此公告！

中国航油集团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油集团山西石油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8日

债权转让通知

临沂佳美木业有限公司：

根据我司与北京太尔化工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月 3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贵司

尚欠北京太尔化工有限公司的 665004.84 元款

项（2013临兰商初字第 3802号判决书所确定的

债权） 作为北京太尔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

给我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金隅微观（沧州）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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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以下个人执

业证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深圳市康得森电器有限公司遗失深

圳市富裕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正

本海运提单三正三副， 提单号码：

SZAWL2203138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施耐德自动化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0007851873025） 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 300 万美元减少至 15 万

美元，请公司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请求（如有），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贵阳云岩福旺打字复印服务部（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20103MA6EU�

UDT6J）于 2021 年 10 月不慎遗失原

公章一枚，现已启用新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璇遗失天水师范学院学生证，学号

201860902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曾树宁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不慎遗

失 身 份 证 ， 号 码

610921200401170512，自见报之日起

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良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盈”）与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重庆际艾”）签订的《不良债权转让协议》，青岛海盈将公告所列债务人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项下的

全部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予重庆际艾，主合同项下的从权利也一并转让。 青岛海盈与重庆际艾现联合公告要

求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继承人、保证人、担保人及其继承人、相关承接债务主体、清算主体以及其他义务人，从

公告之日起即向重庆际艾履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 年 5 月 18 日

公告清单如下：注：1.本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应支付给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欠息及

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联系人：胡律师，电话：18573637263。

债务人 借款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债权转让交易基准日

杨小提、王力 ZJXBH_XEDK_003180731125585 ZJXBH_XEDY_003180731125585 2020年 4月 13日

林建樵 ZJXBH_XEDK_003181017088294 ZJXBH_XEDY_003181017088294 2020年 4月 13日

乐树清、郑英豪 ZHXTJKHT-WHX-0019 ZHXTDYHT-WHX-0019 2020年 4月 13日

谢立、周建宁 ZJXZH_XEDK_003181029099396 ZJXZH_XEDY_003181029099396 2020年 4月 13日

章彭伟 ZJXZH_XEDK_003180308172166 ZJXZH_XEDY_003180308172166 2020年 4月 13日

李佳佳 ZJXZS_XEDK_003191111147447 ZJXZS_XEDY_003191111147447 2020年 4月 13日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耿博(身份证号码：411402199305022511)：

公司与你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将于 2022年 6月 14日届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将不再与你续签，

依法与你终止劳动合同，并已提前 30天通知。 请你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离职交接包括但不限于岗位工作交接、完成公司规定的离

职流程以及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转出等人事相关事项。

北京艺旗乐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3日

召回公告

经相关部门检验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项目不合格，平原丰味食品有限公

司对生产日期为 2022年 1月 5日的“无水软蛋糕”实施二级召回，召回起止时

间为 2022年 5月 17日至 2022年 6月 14日，召回区域为全国。 特此通告

平原丰味食品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7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因邓云霞无故旷工超 5 日且从

入职以来拒绝签署劳动合同， 属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公司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决定， 自其旷工 5 日时

起解除劳动合同， 给公司造成的其

他损失另计。 特此公告！

屯昌誉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因韩红无故旷工超 5日且从入

职以来拒绝签署劳动合同， 属严重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公司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决定， 自其旷工 5 日时起

解除劳动合同， 给公司造成的其他

损失另计。 特此公告！

屯昌誉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广州市瀚邦化工有限公司与王丽花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市瀚邦化工有限公司与王丽花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广州市瀚

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对债务人珠海市金益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享有（2008）增

法民二初字第 1561 号、（2009） 穗中法民二终字第 244 号、（2009） 增法执字第

2254号、（2021）粤 0118执恢 56号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王丽花。 王

丽花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珠海市金益峰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丽花履行（2008）增法民二初字第 1561号、（2009）穗

中法民二终字第 244号、（2009）增法执字第 2254号、（2021）粤 0118 执恢 56 号判

决书项下剩余的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市瀚邦化工有限公司 王丽花 2022年 5月 17日

凤山县公安局关于资金认领的公告

各位广大群众：

我局在侦办林某某等人涉嫌诈骗案中， 依法扣押中国农业银行卡

623052******7532677、622848******8640716、622848******3168875， 中国工商

银行卡 622203******4009725，中国建设银行卡 621700******197907，中国银行

卡 621787******4056365的六张银行卡账户， 经核实账户内的资金与开户人无

关。 现公告，请上述银行账户内资金的实际所用人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有

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到河池市凤山县公安局配合调查，经核实确与案件

无关的，依法予以发还，预期无人认领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凤山县公安局 2022年 5月 12日

公开赔礼道歉声明

本人因法律意识淡薄，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经司法机关教育， 本人对于自身过

错和危害后果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和悔意， 现诚挚地向社会公众公开

道歉。 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违法行为。

致歉人：项宠铭 2022年 5月 18日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福建中锻阀门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9240981350257；法定代表人：张河），

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减

至 139.3199万元人民币，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

电话：18350377552,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

市寿宁县武曲镇余坑。

福建中锻阀门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张创松遗失中国轻纺城

联合市场一楼护栏西 4，一楼

护栏东 1，一楼护栏西，一共

三块广告押金收据一张，金

额：1500 元， 号码：1289220，

日期：2017-3-3，声明作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