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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迂宇省健康素非促逆項目実施方案

力邊一歩提升仝省居民健康未界和健康水平,根据国家工

生健康委恙体要求々部署,結合我省工作実体,+1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林

按照 《“健康迂宇 2030"行劫鋼要》,2020年 我省居民健康

未界水平込 25%的 目林要求,各地要結合実豚碗定 2019年度健

康未界水平目林,采取有力措施,碗保隣段性目林実現。要特

男1孤好貧困地区健康促逃三年攻堅行劫,提升貧困地区居民健

康未界水平,推辻仝省健康未界水平提高。

二、任努及要求

堅持目林利同題双早向,重点孤好介困地区健康促辻三年

攻堅行劫、健康促逃具 (区 )建没、健康促逃場所定没、健康

科普、重点頷域
～

重点人群健康教育、健康素界監測、青少年

畑草流行監淑1及戒畑千萩、12320工 生健康服弁熟銭等任弁落

実,鼓励各地結合実体を1新項目内容。

(― )夫力推辻貧困地区健康促辻ニキ攻堅行劫。按照分

炎指早、分ハ施策、分象久責、分歩推逃恙体要求,大力孤好

“健康教育逃学校 "、 “健康教育逃多村 "、 “健康教育逃家庭"

わ健康教育陣地建浚、基晨健康教育骨千培界等行劫,年底込

至1指林要求。以“健康促邊 助力脱貧攻堅"力 主題深入升展“健

康中国行―走辻迂宇"主題宣侍活劫,推劫実施送健康至1基晨 ,



近叶召升仝省健康促辻三年扶貪攻堅現場会。カロ張介困地区技

木利姪奏支持,健康促邊具 (区 )、 健康促Iit学校建没等重点エ

作向貪困地区傾斜。在仝省 15企貧困具区深入仝面升展健康促

Iit行劫,提升当地居民健康未界水平。6月 30日 前各市具完成

健康未界数据釆集,省工生健康服券中ノむ久責数据分析。抜付

省工生健康服弁中ノむ27万元,共 中 10万元用千貪困具健康促

逃立券骨千培り1～現場技木指早;17万元用千駐村第一ギ泥培

り||。 各坂要地派寺家走介困具区升晨現場指早。毎企貧困具 30

万元 (資金已抜付至1各市具基本公共工生服外資金恙額)用 千

居民健康未未監淑1調 査、健康教育Iit多 村、健康教育逃家庭、

健康教育逃学校、健康教育眸地建浚以及基晨健康教育骨千培

り|1等 。

(二 )林好健康促辻■ (区 )込林建没。沈rEl市大末区、

錦州市松山区、枕版市清原満族自治具、本渓市桓仁満族自治

具、丹末市元宝区、阜新市彰武具、鉄蛉市昌圏具、朝FEl北 票

市利萌声島米城市完成健康促辻具 (区 )念1定 。省工生健康委

及叶眼踪掌握劫恣,か張工作凋度。省工生健康服外中ノむ孤好

寺立指早。各有美市、具区孤好落実。按照国家工生健康委“至1

2020年底健康促逃具 (区 )恙数込至1仝省具 (区 )恙数的20%"

的目林要求,2019年各市累汁省1定健康促逃具 (区 )不少千 2

今,申 扱右1建健康促逃具 (区 )累 汁不少千 3企 ,重点向貪困

地区傾斜。抜付毎企具 (区 )姪奏 25万元 (此項資金已抜付rll



上述市資金恙額)用 千健康促邊具区を1定 。抜付省工生健康服

弁中ノい14万元用千健康促邊具 (区 )を1建培り1、 技木指早利汗

借工作。

(二 )持鉄升晨健康促辻場所定没。深入推邊健康促邊医

院、健康促邊学校、健康促逃机美、健康促邊企立、健康社区、

健康村、健康家庭建没。根据 《“十二五"全国健康促逃々教育

工作規表1》 等要求,至12019年底,毎今具 (区 )健康促Iit医 院

(二象及以上)レヒ4allttrl1 20%、 健康社区 (村 )レヒ例Iit至110%、

健康家庭しヒ例込至110%、 健康促Iit学校建没 (健康促逃具レヒ例込

至150%,貪 困地区レヒ例込至130%)。 毎今具 (区 )抜付姪費 10万

元 (資金已抜付至1各市具基本公共工生服外資金恙額)用 子升

展健康促Iit場 所定没。省工生健康服弁中ノむカロ張々中国健康教

育中ノむ対接,升展健康場所林準和汗介指林研究,邊一歩規疱

Cl建体系,遂地健康場所定没典型案例,倣好対各地Cl建指早。

抜付省工生健康服券中ノむ10万元,用 千健康促逃場所定没培り||

利汗借。

(四 )深入推辻健康科普工作。升晨仝省健康科普大界。

杭理完善健康科普寺家庫,建没省奴健康科普資源庫,力健康

需求提供杖威寺家和信息資源。規疱健康科普工作,推劫建立

工生健康部日々新同媒体主管部同体作机+1,亦好各象健康炎

市目利杜目,碗保健康科普知沢的杖威性利精准性。か張健康

科普典情監淑1,正碗弓1早社会典港わ公余科学理性泣対健康凩



隆因未。針対重点健康同題,省 、市要升友健康科普材料,カ

基晨提供支持。今年要着力曰統りL童 青少年萩防近祝等内容 ,

711用 一圏波憧、音祝叛、公益片告等形式俎須好健康科普材料 ,

俎須寺家赴学校升展科普宣借。

(五 )オし実升晨健康竹格。曰統 《中国公民健康未界一―

基本知沢々技能 (2015版 )》 利工生健康中ノむ工作,配合 “健康

中国行"活功,+1作播放健康教育公益片告,升展健康巡琲。

要念1新侍播渠道和方式,秋板不1月 互咲口提供健康科普知沢精

准教育,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和健

康未赤。要亦好健康迂宇杜目,か張策裁1を1新 ,友拝友品牌マ|

頷作用。省奴晨面+1作 2部公益片告,省、市、具 (区 )屯祝

台漆劫播放,毎月播放不少子 100次。針対重点疾病、重点頷

域わ重点人群健康需求,省 、市、具 (区 )象均升展健康巡琲

活功,各象覆蓋人数不少子 1000人次。毎企具 (区 )抜付姪費

50万元 (資金已抜付至1各市具基本公共工生服弁資金恙額)用

千升晨健康侍播。抜付省工生健康服券中ノむ5万元用千什対慢

病、大病、重病等俎須升晨健康巡琲利大琲堂活劫,12万元用

千主題日宣侍活劫,10万元用千健康未未知沢口上答題,21万

元用千基本公共工生服弁項目侍播材料 FF昴 |。

(六 )高晨量え咸健康素赤上淑1任券。按照 《2019年 中国

居民健康未界監淑1工作方案》要求,沈 FEl市鉄西区利新民市、

大逹市沙河口区、鞍山市鉄末区、本渓市明山区、丹末市克句



満族自治具、菅口大石枡市、阜新市大平区、こFEl市近rEl具 、

鉄蛉市昌圏具、朝rEl北 票市、萌声島市尤港区等 12今具 (市 、

区)升展居民健康未界監淑1調査,毎企監淑1点抜付 5万元 (資

金已抜付至1各市具基本公共工生服外資金恙額),用 子調査員培

り||、 調査員ネト助及賄采調査用品;抜付省工生健康服券中ノむ12

万元,用 千仝省数据釆集及数据え理、調査員培り||、 現場隻核

等。各地要按照要求,玄口期完成監淑1任弁,保江監淑1灰 量,上

扱監淑1数据,カロ張数据的分析不1月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升展具

有本象代表性的健康未界監淑1工作,監淑1方案扱省工生健康服

券中ノむ各案。各象工生健康行IEX部 日要カロ張工作凋度。

(七 )実施青タキ畑革流行上淑1調査わ控畑千預工作。按

照 《2019年 中国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方案》要求,沈 IEl市 皇姑

区和法庫具、大逹市沙河口区、鞍山立山区和海城市、錦州市

凌河区わ黒山具、通rEl市近rEl具 、鉄蛉市恨州区、朝IEl市建平

具等 10企具 (市 、区)升晨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調 査,抜付毎

企監淑1点 1万元 (此項資金已抜付rll上述市資金恙額),用 子渭

査員培り||、 調査員ネト助及殉采調査用品。継象徴好控畑千預 ,

通辻元畑政府机美念1建 、現固元畑工生健康系坑定浚、升展筒

短戒畑千萩及戒畑日珍建浚,普及畑草危害相美知沢,及面降

低人群吸畑率。抜付省工生健康服外中ノむ2万元,用 千戒畑 |¬

珍寺立技木人員培り||。 毎企市 15万元,共 中,元畑場所定没培



り|11万元、戒畑11珍建没 7万元、控畑宣侍 7万元。毎企具 (市 、

区)5万元,用 千元畑場所定没和控畑宣侍。

(八 )か張人員能力建没。各象要什対机杓茨革后的実体 ,

尽快理販工作美系利机tll。 カロ快推辻各奴健康教育寺立机杓建

没,按照相美規裁1、 規疱要求配芥、配張寺立机柏人員,今年

至少完成一次全員培り||(資金已抜付至1各 市具基本/Ak共 工生服

外資金恙額),提升工作能力。鼓励具、多、村坂工生汁生服弁

机杓承担健康教育任弁,因 地+1宜推行基晨汁裁1生育寺千結蘭

培り|1承担健康教育取能,大力培界城多健康指早貝,か張基晨

健康促邊与教育服券力量。

(九 )辻一歩提升 12320工 生健康熟銭服券能力。化化系

坑升象,か張信息資源庫ネト充完善,完成々省 8890平 台対接 ,

拓展 12320服券品牌建没。抜付 10万元,用 子 12320工生健康

服券熟銭系坑筆伊利能力提升。

三、保障措施

(一 )勿実提高決恢。各象工生健康部日要深亥1汰沢倣好

健康促辻工作対推邊健康近宇、提升仝省健康素界水平的重要

性和現実緊迫性,切実増張工作的責任感利自党性,大真杭理

分析今年各地主要任券,科学キ1定実施方案,及叶向党委、攻

府涯扱,密切部日洵通称作,明 碗落実責任主体,か張督査指

早,把毎項任外扱実Jlt如孤all位 。

(二 )か張経費保障。各地可根据工作実体坑箸使用項目



姪費,員活硫定項目執行主体,除争取碗保基本項目姪費落実

外,可接照当地実昧情況、人口♭ヒ例カロ大姪費争取力度,Cl造

性升晨工作。

(二 )徴好枝木指子。各奴承担健康教育取能寺立机杓 ,

要切実友拝好作用,か張上下洵通称渭,按照行IEX部 11安排和

項目要求,力 当地健康未界促逃行劫提供技木支持。要Iit一 歩

カロ大工作力度,切実増張工作的主劫性,提高項目執行灰量利

妓率。

(四 )升晨汗借考核。采取自汗々国家利省坂考核相結合

方式。各象工生健康部日要杵健康素界促逃行劫夕1入年度目林

責任+1考核,内 容主要包括健康未界水平、健康場所定没、健

康促逃具 (区 )建没、/Ak益片告播出頻次、健康巡琲覆蓋人数、

健康教育活劫頻次等辻程指林。年底,各地要俎須升展年度自

汗,井千 2019年 12月 20日 前提交自汗扱告和信息表。同時要

カロ張恙結,提煉典型姪唸。省象晨面按照規定俎鉄升晨汗借。

附件 :1.近宇省貧困地区居民健康未界調査方案

2。 こ宇省健康促邊具 (区 )建浚工作方案

3.2019年 遅宇省健康促逃場所省1定方案

4。 2019年近宇省健康未界促逃項目健康科普工作

方案

5.2019年 遅宇省居民健康素界監淑1工作方案



6.2019年 近宇省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方案

7.2019年 近宇省控畑千萩工作方案



附件 1

通宇省貧困地区居民健康素非凋査方案

按照貪困地区健康促辻三年攻堅行劫具体工作目林要求 ,

力荻取貧困地区居民健康数据水平基銭数据,根据国家工生健

康委宣侍司 《美子 F「 友貧困地区健康未赤調査参考方案的函》,

結合我省貪困地区実体情況,キ1定本方案。

一、監淑1対象

本地区♯集体居住的 15～ 69夢 常住人口,不包括在学校、

医院、界老院、写事基地等地点集体居住的居民。

常住人口足指辻去 12今月内在当地居住叶同累汁超辻 6企

月的居民,不考慮足否具有当地声籍。

二、抽祥没汁

(一 )抽祥原ス1

1.監淑1点利監淑1祥本具有本地区代表性。

2.考慮可行性及姪済有妓性,釆用多い段、筒単随机、生

日法相結合的方法。

3.考慮健康未界水平在家庭戸中的衆集性,1企家庭声只凋

査 1名 符合条件的家庭成長。

(二 )祥本量汁算

2017年我省水村居民健康未界水平力 16.81%,以此作力祥

10



本 量 借
Ⅳ=些■弊

2×ググ 算依据。只IP=0。 1681,没允寺相対渓

差 15%,允寺先対渓差 δ=0.1681× 0.15=0.025215, μα=1.96,

deff=1,杵 以上参数代入公式只1汁算出毎晨最小祥本量力 889

人。

仮没元妓同巻不超辻 5%,汁算得rll祥 本量=889人 /晨 ÷

(1-5%)=936人～1000人 。

(三 )祥本分配

祥本分配皮妹合考慮具内各街道/多 慎数量、調査叶日、人

財物等因未,在此基拙上,尽可能使祥本相対分散,以保江祥

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一般情況下,以村 (社 区)力 単位,毎

今村 (社 区)調査的人数以不起辻 50～ 80人力宜。

具体分配方法力 :

(1)汁算城多家庭声レヒ711(根据六普数据中城多人口じヒ例

汁算 )。

(2)按城多家庭声レヒ例,分配祥本量。

以康平具力例,城市家庭声:衣村家庭声=1:2,城市調査

人数力 1000× 1/3=330人 ,水村調査人ロカ 1000× 2/3=660人 。

貧困具
城多人口比

例

城市 衣村

家庭戸

数
街道数 社区数

家庭戸

数
多鎮数 社区数

康平具 つ
ん 330 6 660 4

岨岩満族 自治具 1:2 330 6 660 4

新其満族自治具 1:2 330 6 660 4

清原満族自治具 つ
ん 330 6 660 4



貧困具
城多人口比

例

城市 衣村

家庭戸

数
街道数 社区数

家庭戸

数
多鎮数 社区数

桓仁満族自治具 1:2 330 2 6 660 4

文具 1:3 250 2 4 750 6
０
４

阜新蒙古族自治具 1:5 170 4 830 10 20

彰武具 1:3 250 4 825 6

西キ具
●
Ｄ 250 4 825 6

朝田具 1:9 100 1
０
４ 900 9 18

建平具 1:2 330 2 6 732 4

喀疎」シさ左翼蒙古族

自治具
1:2 330 2 6 732 4

北票市 1:2 330 2 6 732 4

凌源市 1: 2 330
０
４ 6 732 4 12

建昌具 1:4 200 2 4 800 8 16

注:毎今具的街道数、多鎮数可根据本地工作実際避行凋整,保 iIE社 区数、村数即可。

(3)祥本分配利抽取 (以康平具力例 )。

城市人口的抽取:在核示tll中 ,在具城抽取 2企街道,毎

企街道抽取 3企居委会,毎企居委会抽取 75今家庭声,毎声抽

取 1銘 15～ 69夕 常住人口作力調査対象,毎企居委会完成 55

分調査力止。城区共調査 330人。

水村人目的抽取:在核示例中,毎企監淑1具在具城以外地

区抽取 4企 多/鎮 ,毎企多抽取 3企村,毎企村抽取 75企家庭

声,毎声抽取 1名 15～ 69夕 常住人口作力調査対象,毎企村完

成 55分調査力止。村奴共調査 660人 。

抽取居委会 (村 )辻程中,対千規模校小或校大的居委会



(対 ),併需要邊行合井或表1分片区,具体方法々全国健康未未

監淑1相 同。女口居委会 (村 )家庭声数少千 750声 ,抽取前庄々

相冷「的居委会 (村 )邊行合井至 750～ 1500声 ,形成新的抽祥

単位;女口果居委会 (村 )声 数規模較大,抽取居委会 (村 )之

后,可逃一歩表1分片区,以筒単随机法抽取 1企片区 (釣 750

今家庭声)升展調査。

(四 )抽祥歩環 (康平具力例 )

采用分晨多い段、筒単随机、生日法抽祥相結合的抽祥方

法。

第一隣段抽祥:持仝異的街道、多鎮按照具城わ村逃行分

晨,毎晨釆用簡単随机抽祥抽取監淑1街道/多 鎮,仝具共抽取 2

企街道、4企多/鎮 。人口規模信息采用家庭声恙数,以 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査数据力依据。

第二除段抽祥:在毎企祥本街道、多鎮内釆用筒単随机抽

祥抽取 3企居委会、村。

第二隣段抽祥:在毎企祥本居委会、村内采用随机数字法

抽取 75企家庭声。

第四隣段抽祥:毎企祥本家庭声釆用生日法抽取 15～ 69夢

常住人口1人。毎企居委会、村完成 55分調査。

生日法的抽祥要求 :

(1)同 一企家庭的所有符合要求的成長,都在生日法抽祥

疱曰,元沿調査当叶足否在家。



(2)同 一介家庭的生日,坑一按照一紳方法汁算生日,或

坑一按公所法汁算,或坑一按水所法汁算。政口呆追至1辻 生日マ

慣不一祥的成長,ス1按照万年所逃行換算。

(3)生 日法的汁算,包合了 “月分十日期",但不包括年分

(政口果包括年分,ス1入逸的調査対象永近足年蛉最小的)。

911女口,女口呆 10月 20日 実施調査,家中有両位符合条件的

成長,父未的生日是 9月 21日 ,ノ L子的生日足 8月 20日 ,符

合要求的足父未。

(4)女口果両位及以上成貝的生日距高調査日期完全一祥 ,

ス1可 以逃捧容易配合的調査対象,女口有在家的,利不在家的 ,

地峰在家的;政口有健康的,利炎子病中的,地捧健康的;政口尽

意配合,利不尽意配合的,地捧尽意配合的,以此炎推。

上述情況的概率役小,因此可如此炎理,共余未倣悦明的,

均不可接照主劫性炎理,以免影噛葬1調査対象的代表性。

距高調査叶同完全一祥的有西紳情況,都可按上述要求丈

理 :

第一紳情況,両位及以上成長生日的 “月分+日 期"井不一

致,但距高調査曰期的吋同足一祥的,例玄口:調査日期力 10月

20日 ,父来的生日是 10月 18日 ,ノL子的生日足 10月 22日 。

第二紳情況,西位及以上成長生日的 “月分+日 期"一攻 ,

因此距高調査日期的叶同一定是相等的,4711女口:調査日期力 10

月 20日 ,父未的生日足 10月 18日 ,り L子的生日也足 10月 18



日。

貧困具健康素弄監測抽祥歩環

抽祥隣段  祥本分配 抽祥方法  分工

第一隣段  毎今具抽取街道、多鎮

第二隣段  毎介街道抽取居委会,毎今多鎮抽取村

第四隣段  毎今居委会/村抽取家庭戸

第五隣段  毎今家庭声随机抽取 1人調査

筒単随机  省中心抽祥

筒単随机  
監淑1点 牧集居委会 (村 )信息 ,

市級逃行抽祥

筒単随机  
盗沢1点牧集整理基砧数据,市

吸逃行抽祥

生日法   調査員碗定調査対象

三、現場調査

釆用入声調査方式,同巻由調査対象自填完成,女口調査対

象不能独立完成,ス1采用面対面洵同方式調査。各監淑1点 成立

現場調査工作俎,碗定負責人、祢凋貝、調査員、廣控貝及数

据管理貝,明碗工作取責。通辻牧集抽祥信息的辻程々被調査

対象定立咲系,取得共同意和配合。准各調査所需用品,F「 昴1

調査方案,打 F「 調査対象名単。

四、灰量控制

現場調査要芦格逹循指定的抽祥方法完成逐象抽祥,宣至

抽取調査対象。芦格按照監淑1実施方案升展現場調査。充分取

得当地有美机杓、調査対象的配合。由調査員洵同,根据調査

対象的回答情況,調査員希助填写Iit項 。調査員不能使用秀早

性或暗示性悟言,女口過調査対象文化水平校低或存在活言障碍

叶,可作近当解粋,但解経要忠千原意。調査員要当場填写凋



査完成情況登泥表。市象健康教育寺立机杓対凋査数据Iit行汰

真核査,使用数据分析軟件対数据Iit行清理利riz輯校唸,対不

合格同巻予以易1除 。対不合格同巻校多的監淑1点 予以重点核査 ,

井根据情況逃行重新調査。

五、狙鉄実施

(― )右象

省工生健康委負責俎須実施貧困具健康未界調査工作。省

工生健康服外中ノむ+1定監淑1実施具体方案,提供技木指早。

(二)市象

貧困具所在市象工生健康委健康促Iit工作主管部日久責俎

鉄実施本地区貧困具健康未赤監淑1工作,市象健康教育寺立机

杓作力技木指早単位,完成轄区監淑1点抽祥,俎須升展現場凋

査,廣量控市1以及数据分析等。

(二 )■象

貧困地区所在具健康教育工作主管部日久責俎須実施。



附件 2

通宇省健康促逃具 (区 )建没工作方案

(2019-2020年度 )

健康促Iit具 (区 )建浚足落実健康中国哉略的重要挙措 ,

足具 (区 )杵健康放在化先友晨位置的具体実践,旨 在友拝具

象党委利政府的主早作用,充分凋功政府部日、社会及企人承

担各 自的健康責任,改善各炎健康影噛因未,提高人群健康水

平,最終実現健康々姪済社会的祢渭可持紋友展。接照 《“十二

五"全国健康促逃与教育工作規裁1》 要求,逃一歩推邊健康通宇

建没,建立健康促逃具 (区 )工作模式利掟妓机市1,提高居民健

康水平,結合我省実障,+1定 2019～2020年度健康促Eit具 (区 )

建没方案。

一、日林

(一 )′逢体 目林

在具 (市 、区)晨面推劫落実“杵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方針 ,

侶早健康仇先、健康教育先行理念,探索定立健康促逃具 (区 )

工作模式利K妓机キ1,建没健康支持性不境,菅造健康気曰,提

高居民健康未界利健康水平。妻12020年末,全省健康促逃具(区 )

レヒ例込rl1 20%。

(二)美掟指林



1.定立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工作机+1。 出台促辻健康的公共

政策,多 部日咲合升展健康行劫。

2.健康社区、健康家庭、健康促邊医院、健康促逃学校、健

康促逃机美、健康促邊企立的♭ヒ例不低千 20%、 20%、 40%、 50%、

50%、  20%。

3.居 民健康未界在 2019年初基袖上提高 20%,或高千当年

仝省平均水平。

4.成 人吸畑率在 2019年初基拙上降低 20%,或低千当年仝

省平均水平。

二、建没苑日、周期和経費安劇ト

(― )建没疱国

2019年各市累汁念1建健康促Iit具 (区 )不少千 2企 ,申 扱

を1建健康促辻具 (区 )累汁不少千 3企 ,井 向介困具 (区 )仮

斜。項目具 (区 )庄具各以下基本条件:具 (市、区)IEX府重視

健康促逃工作,分予政策
～

資金支持,有校好的健康促逃工作基

袖。有健康教育寺立机杓,寺立人員熟悉健康促逃々健康教育的

理沿、掌握基本実践技能。

(二 )建没周期

2019∠「 1月 -20204「 12ノ月0

(二)経費姜排

項目姪費在基本公共工生服券項 目的健康未界促邊行劫項

ロタ1支 ,毎企具 (区 )ネト助不低千 25万元。項目具 (区 )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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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IEX皮 同時立項支持。

三、重点建没内容

(一 )健康促辻工作れ帝1

具 (区 、市)政府公升承労升展健康促逃具 (区 )工作,格

健康促Iit具 (区 )建没幼入政府重点工作。建立具 (区 )政府主

要久責人牽共、多部日参々的健康促Iit頷早称凋机+1,部 日取責

明碗。定期召升体渭会袂,通扱工作逃晨。格健康促逃具 (市 、

区)工作納入当地政府預算分予支持,井根据姪済友展利財政増

K情況逐年増か。

建立覆蓋政府有美須咸部 11、 多慎/街道、学校、机美、企

立的健康促逃工作図客。毎単位寺 (兼 )取人員承担健康促逃々

健康教育工作。具 (区 )象没畳健康教育寺立机杓,健康教育寺

立机杓人員配畳率込至11.75人/10万人口。建立以健康教育寺

立机杓力核ノい、覆蓋格区内所有医院、公共工生机杓、汁裁1生育

服弁机杓、基晨医庁工生机杓的健康促逃寺立図箸。毎単位有寺

取人員承担健康促邊々健康教育工作。適辻系坑培り||,提 高IEX府 、

有美部 11、 寺立机杓対健康促逃拭点具 (区 )的汰沢利工作能力。

キ1定工作方案。升展基銭調査利需求澤借,了 解項目具 (区 )

人口、資源、不境、姪済和社会友展基本情況,人群健康未界、

健康状況、疾病久担利健康需求,健康促li■ 資源利意尽等基本情

況,分析主要健康同題,碗定重点人群利仇先千預的健康同題。

結合健康促逃具 (区 )坪介林准,研究市1定近合当地径済社会友



展和二生健康工作能力的健康促邊策略わ措施,市1定具体的工作

サ裁1,明碗責任部11利完成叶限。

升展培り1。 采取多紳形式,提高政府、有美部11、 寺立机杓

対健康促逃拭点具 (区 )的汰沢,提高健康促邊工作能力。針対

政府、部日わ健康促逃図箸人員。通辻工作会袂、寺題琲座、研

廿会等形式,提高対健康促邊具 (区 )理念、健康融入所有IEX策

方針的汰沢,提高其友拝部11化勢促逃居民健康的能力。針対工

生健康部11和健康促逃々教育寺立人員。采取逐象培り1、 案例分

析、模似演妹等方式,提高各象健康促辻主管部日利寺立机杓対

健康促邊具 (区 )理念、方法和建没内容的理解,掌握健康教育

理沿利方法,熟悉健康未界、畑草控+1、 先生化育等基本内容 ,

掌握健康教育汁裁1+1定和実施、健康借播材料没汁+1作 、健康琲

座わ健康盗洵、社区珍断
～

現場調査等基本寺立技能。

建立督早栓査、考核汗借的工作机tll,定期了解各項工作辻

展,折取政府各部日和居民的工作建袂。定期監淑1項 目俎奴実施

情況,升展項目技木汗借。

(二 )+1定健康政策

落実 “杵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方針。工生健康部11主功向各

象党攻頷早和部11久 責人宣琲“杵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概念和

意又。建立公共政策健康影噛汗介+1度 ,成立健康寺家委員会,

在新政策市1汀 叶増加健康影噛汗介程序,在提出、起草、修河、

友布等政策キ1定不市中,征求健康寺家委員会的意見。+1定促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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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公共IEX策 。相美部日利多鎮 (街道)杭理本部日与健康相

美的公共政策,ネト充、修汀或新tll定促逃健康的公共IEX策 。

針対当地需要仇先庄対的健康同題,升展什対慢性病防控、

侍染病防控、健康生活方式、如幼健康、健康老蛉、不境々健康

等重点健康同題的跨部日健康行劫。在多部日称作、資源坑箸、

社会劫貝、健康管理、健康声立等方面取得念1新。

(二)建没健康促辻場所

定立健康促辻場所定没工作机tll,在 具域疱国内仝面升晨健

康促逃社区/健康村、健康家庭、健康促逃医院、健康促逃学校、

健康促逃机美利健康促逃企立建没。在具域疱国内,建没 20%健

康社区/健康村,定没 20%健康家庭,汗逃出 100企示疱健康家

庭。建没 40%的健康促逃医院 (包括鰊合医院、寺科医院、基晨

医庁工生机柏、十歳1生育技木服券机杓等),建没 50%健康促辻

学校 (包括高中、初中、小学)、 50%的健康促辻机美 (包括机美

利事立単位 )、 20%的健康促逃企立,提高場所内居民和取工的健

康未界,友拝健康促逃場所的示疱和輻射作用。

建没促逃健康的公共不境。建没健康歩道、健康主題公国等

公共没施,所有室内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利公共交通工具仝面禁

止吸畑,菅造促逃健康的公共不境。元畑不境足健康促逃医院、

学校、机美利企立建没的癸要前提条件。

(四 )建没健康丈化

か張媒体合作。在本地屯祝合、片播屯台利扱妖升没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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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炎寺題市目或杜目井カロ張監管,定期俎奴媒体培り1会或媒体交

流会,充分不1用 屯祝、扱妖、片播等媒体平合,釈板宣侍健康促

逃具 (市、区)理念、拭点工作以及活功成妓,菅造良好的典港

気曰,提高社会影噛力。没立健康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

升展健康科普。升晨工生日主題活劫,在世界工生日、元畑日、

高血圧日、糖尿病日、結核病日、文滋病日等工生日叶段内,多

部日咲合、深入城多升展健康主題活劫,普及健康知沢,提高群

炎参々程度,増張宣侍教育妓果。

以国家基本/Ak共 工生服弁健康教育項目、健康未界促逃行

功、国民菅界汁裁1等 力重要孤手,充分整合工生健康系坑健康促

逃々教育資源,711用 好健康中国行、仝民健康生活方式、婚育新

凩辻万家、工生庄急 “五逃"活功等平合,か張健康借播,普及

健康素界基本知沢
～

技能,促邊健康生活方式形成。

(五)建没健康不境

城多布局合理,推邊汚水炎理、泣坂元害化炎理、公共厠所

定没,建没整浩工生的生活不境,空気、鉄用水、食品安全、不

境工生等影噛因素有所改善或込至1-定水平,保障居民在教育、

住房、就立、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余生活水

平。定立公平可持紋的社会保障+1度 ,釈板皮対老蛉化。健仝社

会救助体系。建没整浩有序、健康宜居的工作、生活わ社会不境。

定没元畑不境,所有室内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和公共交近工具仝

面禁畑。



(六 )培育健康人群

根据当地居民健康未赤水平和薄弱不市,制 定健康未界促辻

工作規裁1或汁裁1,升晨有針対性的朱合千預,提高居民健康未界

水平,提高重点人群、重点同題的健康未未。定期升展居民健康

未界調査。径辻建没,居 民的健康未界水平、吸畑情況、参か体

育鍛煉情況等影噛居民健康状況的指林有所茨善,学生体反込至1

教育部 《国家学生体廣健康林准》有美林准。

四、狙鉄管理

(―)国 家象

国家工生健康委宣借司久責全国健康促Iit具 (区 )工作的俎

須実施々監督管理,俎鉄tll汀健康促逃具 (区 )、 健康促lit場所

汗奴林准利技木規疱,俎鉄升晨培り1、 督早和汗借。中国健康教

育中ノむ力健康促逃具 (区 )定没工作提供技木支持,跡助編市1健

康促逃具 (区 )汗介林准 (拭行),配合宣借司升展項目的培り1、

指早利汗借工作。

(二)右象、市象

省工生健康委宣借丈久責項目的俎奴実施和管理,坑等称凋

碗定項目具 (区 ),俎建寺家俎,か張管理わ監督指早,俎須省

内監督指早,及叶ノ

`結

好的倣法
～

姪お。省象健康教育机杓配合

行IEX主 管部11俎須実施項目,提供技木支持,+1資本省健康促逃

具 (区 )建没方案,指早項目地区升展鰊合千預
～

汗借,及叶提

交相美資料。市象工生健康行IEX部 11利健康教育寺立机杓跡助省

17



数,共 同完成俎須実施、監/11指早、監淑1汗借等工作。

(二)芸 (区 )象

具 (区 )IEX府 久責落実各項措施,成立頷早称凋机+1和亦公

室,明碗取責分工,落実項目実施主体,建立工作図客。+1定本

地区健康促逃具 (区 )建没方案,明碗化先頷域,俎須升晨各項

鰊合千預活劫。具 (区 )工生健康行IEX部 日和健康教育寺立机杓

在省象指早下,在具 (区 )政府的頷早下,具体俎須実施建没エ

作,及叶提交相美資料,接受国家利省象的監督指早和考核汗借。

五、工作流程

(一)右久健康促辻■ (区 )建没

1.申 清わ碗汰。具 (市 、区)政府逐奴向所在市象和省須工

生健康委健康促逃主管部11提 出省象健康促lit具 (区 )申 清 (洋

兄附件 1)。 省工生健康委汰真常核后碗定省象健康促邊具 (区 )

疱曰。

2.升展省象健康促辻具 (区 )建没。2019年 3月 ～5月 ,席

劫all定工作,升晨基銭調査,碗定重点人群和化先千萩的健康同

題。研究+1定近合当地姪済社会友晨利工生健康工作能力的健康

促邊具 (区 )工作汁裁1,明碗責任部11和完成叶限。2019年 6

月,杭理健康相美公共IEX策 ,+1定公共政策健康常査キ1度 ;虐

劫健康場所念1建工作,升晨培り||,提高政府、有美部 1可 、寺立机

杓対健康促逃工作能力;按照当地健康促Iit具 (区 )定没方案 ,

有汁裁1推邊各項建没任外,保存ミ程泥永;各須工生健康行政部

17



11利寺立机杓及叶俎須工作督早和技木指早。2020年 3月 升始 ,

升展人群冬期汗借,及吋提交相美資料,接受省象考核汗借。

3.省象汗借。省工生健康委俎須寺家千 2020年 6月 前完成

省象汗借。省象汗借方案参考第二批全国健康促Iit具 (区 )拭点

工作汗借方案自行tll定 。

(二)国 家象健康促辻■ (区 )建没

1.省工生健康委在汗借基袖上碗定国家象健康促邊具 (区 )

送常毛単,千 2020年 6月 前井有美送常材料扱送至国家工生健

康委宣侍司,根送材料清単几下表。

表 1 申扱国家象健康促邊具 (区 )資料清単

序号 資料清単

申扱国家象健康促IIn具 (区 )名 単

つ
乙 申扱国家象健康促逃具 (区 )信息表

3 基銭和省象汗借数据庫

4 具 (区 )象工作報告

5 具 (区 )坂涯扱 PPT、 条例

6 省象汗借根告

2.国家工生健康委宣借司俎須寺家子2020年 10月 前完成国

家象汗借,国家象汗借文件男行下友。

六、瑛系方式

咲系人:省工生健康委宣借炎 臭汁

屯 活

咲系人

屯 活

024-23388197

省工生健康服弁 中ノむ 引`延波、李意

024-23394820



地 址:沈 IEl市利平区南八島路 14号

附件:1.全 国健康促逃具 (区 )林准 (2017年版 )

2.健康社区/健康村林准 (2016年版 )

3.健康家庭林准 (2016年版 )

4.健康促邊医院林准 (2016年版 )

5。健康促逃学校林准 (2016年版 )

6.健康促逃机美林准 (2016年版 )

7.健康促Iit企立林准 (2016年版 )

(注 :附件 1‐7屯子版可双由

`箱

jkttxq@sinaocom下 載,密褐

力 liaoning)



附件 1

全国健康促避具 (区 )林准 (2017版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群
枚重

(分 )

坪分林准
枚重

(`だ卜)
澤倍方法 坪倍対象

、狙須管理
(160分 )

1.政府承諾
具 (区 、市)政府公升承糖升展健康

促逃具 (区 )工作,格健康促逃具 (区 )

建没納入政府重点工作。
20

(1)具 (区 、市)政府公升承諾,得 10分。 10

明取ツE扱
査開資料
現場査看

政府

(2)納入政府重点工作 (如納入政府工作報告、

友展規支J等),得 10分。
10

2.跡凋机制

建立区具政府主要負責人牽共、多部
l]参 与的健康促逃頷早跡凋机制,部
|]駅責明碗。定期召升跡凋会波,通
根工作逃展。

20

(1)具 (区 /市 )憔任狙K得 10分,分管具 (区

/市 )長任須掟得 8分。
10

(2)毎召升 1次頷尋跡凋会波得 2.5分 ,両年不

超道 10分。
10

3.工作同絡

建立覆蓋政府有美姐成部 l]、 多鎮/街

道、学校、机美、企並的健康促逃工

作岡絡。毎単位寺 (兼 )取人員承担
健康促遊与健康教育工作。培切1覆蓋

率迭 100%。

15

(1)査 bin机杓数量和工作同絡人員名単。同絡覆
蓋率 100%得 10分 、送 50%得 5分。

10
政府,有
美部 l](2)査 Lin培り|1記泉,培切1覆益率 100%得 5分、

送 50%得 3分。
5

4.寺立机杓
具区象没畳健康教育寺立机杓,健康
教育寺立机杓人員配畳率迷到 1.75人

/10万 人口。
10

(1)有独立建制的健康教育机杓得 5分、在工生

健康委/疾控中心有健康教育科得 3分、在工生健
康委或疾控中心元健康教育机杓但有寺人負責得
1分。

5

工生健康
部 11

(2)健康教育寺立机杓人員配畳率送到 1,75人

/10万 人口得 5分、 送 1人/10万人口得 3分、送
0.5人/10万人口得 1分 .

5

5.寺立同絡

建立以健康教育寺立机杓力核心、覆
蓋籍区内所有医院、公共工生机杓、

ittJ生育服努机杓、基尿医庁工生机
杓的健康促遊寺並同絡。毎単位有寺
取人員承担健康促逃与健康教育工

作。培切1覆蓋率送 100%。

(1)査関机杓数量和寺並同絡人員名単。寺立同

絡覆蓋率 100%得 10分、送 50%得 5分。
10

(2)査囲培り|1氾景,培り|1覆蓋率 100%得 5分、

迷 50%得 3分。
5

6.項 目管理 升展基銭調査,具各数据分析能力 , 20 (1)升展基銭調査 (或社区珍断),得 10分 。 10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群 腫
向

坪分林准
枚重

(分 )

平借亦法 坪倍対象

了解当地的主要健康同題,制定科学
的干預策略和措施。

(2)完成基銭調査報告 (或社区珍断報告),当
地主要健康 li・1題/仇先飯域清晰,健康促遊資源分
析合理,提出的干預策略和措施明碗,得 10分 。

10

建立督早栓査、考核坪借的工作机制 ,

定期了解各項工作逃展,折取政府各
部 |]和居民的工作建決。

20
毎升展 1次政府牽共、多部|]的 朕合督早和技木
指早,提出有針対性的工作建波,得 5分 ,最高
20分。

20

定期盗測項目狙須実施情況,升展項
目技木坪借。

20

(1)完成健康促逃具 (区 )坪倍人群健康凋査 ,

得 10分。
10

(2)有各癸場所建没道程坪倍資料,得 10分 。 10

7.径費保障
杵健康促避具 (区 )工作納入当地政
府預算,井根据径済友展和財政増長
情況逐年増加。

20

(1)健康促遊具 (区 )工作在当地財政立項得 10

分。
10

財政部 |](2)当地立項或配套的寺項径費<30万得 5分 ,

≧30万得 10分 。
10

二、健康政策
(160分 )

1.宣借普及

工生健康部日主劫向各象党政飯早和
部日負責人宣沸“杵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的概念和意文。

30

挙亦“杵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寺題沸座或培切|

班,得 10分 。
10

折取ツE扱
査同資料

政府、各
部 |]、 多
鎮/街道、
工生健康

部 |]

具区政府主要飯早、各部 11、 各街道/多 鎮主要負
責人参加沸座或培り|1班 ,得 10分 。

10

工作同絡和寺並同絡人員参加,得 10分 。 10

2.公共政策健
康申査制度

成立健康寺家委員会,在新政策制汀
吋増加健康申査程序,在提出、起草、
修iT、 友布等政策制定不市中,征求
健康寺家委員会的意見。

30

成立健康寺家委員会,得 15分。 15

建立公共政策申査制度。相美部日在提出、起草、
修汀、友布等政策升友不市有寺家委員会或健康
頷域行政人員和寺家的参与,得 15分 。

15

3.政策制定
相美部|]和 多鎮 (街道)杭理本部 |コ

与健康相美的公共政策 ,ネト充、修iT

或新制定促逃健康的公共政策。
50

毎今政府部l]政策杭理情況報告得 3分 ,最高 20
分。

20

政府和相美部日ネト充、修iT与健康有美的公共政
策,毎制定 1条政策得 5分 ,最多 30分。

30



一致指 1/1N‐ 二象指林 指林解8‐
r

杖重

(分 )

坪分林准
枚重

(づだ卜)
坪倍方法 坪借対象

4.跨部l]行劫

tt対 当地需要仇先泣対的健康同題 ,

升展跨部日健康行劫。在多部 |]祢作、

資源銃等、社会劫員、健康管理、健
康声並等方面取得CJ新 。

50

政府或多部日朕合升展針対重点健康同題和重点

人群的健康行劫,毎今行劫得 5分 ,最高 30分。
30

毎癸色J新得 5分 ,最高 20分 。 20

三、健康場所
(250分 )

1.健康社区/

オ寸
建立健康社区/健康村工作机制,建没
20%健康社区和健康村。

40

有区域健康社区建没工作汁丸J得 5分 ,有区域健

康社区/村督早坪倍扱告和工作恵猪得 5分。
10

明取ツE扱
査園資料
現場査看
快速測坪

多鎮、街
道、工生
健康部 1可

至少整理 6今健康社区/村建没案例,得 5分。 5

有 20%迷林健康社区和健康村名単得 10分 ,有
10%得 5分。

10

在具 (区 )提供的込林社区/村名単中,随机抽取
1今社区/村升展現場考核,氾景現場考核得分 ,

最高 15分。

15

2.健康家庭
建立健康家庭坪逸工作机制,建投
20%健康家庭,坪逸一批示疱健康家
庭。

20

有健康家庭建没工作方案和恵結資料得 10分。 10

有 100戸 示疱健康家庭名単得 5分 ,有 50戸得 3

分。
5

至少整理 10声健康家庭案例,得 5分。 5

3.健康促逃医
建立健康促逃医院建没工作机制,建
没 40%健康促避医院 (包括踪合医院、

寺科医院、基居医庁工生机杓、it支 J

生育技木服努机杓 )。

40

有区域健康促避医院、元畑工生健康単位建没方

案得 5分 ,有督早報告和工作恵錆得 5分。
10

工生健康
部「]

有 40%送林的健康促選医院名単得 10分 ,有 30%
送林的健康促逃医院名単得 5分。

10

院 至少整理 3今健康促遊医院案例,得 5分。 5

在政府提供的迭林医庁工生机杓名単中,,随机
抽取 1今医庁工生机杓升展現場考核,泥景現場

考核得分,最高 15分。
15

4.健康促逃学
校

建立健康促逃学校工作机制,建没一

定しヒ例的健康促遊学校。
40

有区域健康促逃学校建没方案得 5分 ,有督早扱

告和工作恵結得 5分。
10 政府,有

美部 |],

工生健康
部 l]

有 50%迭林的健康促逃学校名単得 10分 ,有 30%
迭林的健康促逃医院名単得 5分。

10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指林解群
杖重

(`だ卜)
坪分林准

杖重

(`だ卜)
坪借方法 坪倍対象

至少整理 3今健康促避学校案例,得 5分。 5

在政府提供的迭林健康促避学校名単中,,随机
抽取 1今学校升展現場考核,氾景現場考核得分 ,

最高 15分 。
15

5.健康促逃机
美

建立健康促逃机美工作机制,建没一
定しヒ例的健康促逃机美。

40

有区域健康促逃机美建没方案得 5分 ,有督尋報
告和工作恵結得 5分。

10

有 50%送林的健康促避机美名単得 10分 ,有 30%
送林的健康促避医院名単得 5分。

10

至少整理 3介健康促避机美案例,得 5分。 5

在政府提供的迭林健康促逃机美名単中,随机抽
取 1今机美升展現場考核,妃景現場考核得分 ,

最高 15分。
15

6.健康促逃企
並

建立健康促逃企立工作机制,建没一
定しヒ例的健康促逃企立。

40

有区域健康促遊企立建投方案得 5分 ,有督早扱
告和工作恵結得 5分。

10

有 20%迷林的健康促逃企立名単得 10分,有 5%
迷林的健康促逃医院名単得 5分。

10

至少整理 1今健康促逃企並案例,得 5分。 5

在政府提供的迷林健康促逃企立名単中,,随机
抽取 1↑企立升展現場考核,氾景現場考核得分 ,

最高 15分 。

7.公共不境

建没健康歩道、健康主題公園等公共
投施,所有室内公共場所、工作場所
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止吸畑,菅造
促逃健康的公共不境。

30

建立元畑不境工作机制,有工作it支J得 5分 ,有
督早扱告得 5分。

10

建没至少 1企健康主題公国得 5分。
建没至少 1条健康歩道得 5分。

10

坪倍吋径道的道路、公共場所和公国歩道,有元
畑林沢、有健康提示、不境工生元地坂堆放、元
畑共,得 10分。

10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群
枚重

(づだ卜)
坪分林准

杖重

(分 )

汗倍亦法 坪倍対象

四、健康文化
(150分 )

1.媒体合作
本地屯祝台、庁播屯台和報紙升没健

康癸市目或桂目。定期姐奴媒体培り||

会或媒体交流会。

30

建没満半年的屯祝台健康市日、声播屯台健康市

目、扱紙健康桂目,分男J得 5分 ,不満半年分男J

得 3分 ,最高 15分 。

15

瞬取ツE扱
査園資料

政府,有
美部 |],

■生健康
部 |]

姐駅 1次媒体培り|1会或媒体交流活功 (包括媒体

培り|1会、交流会、通気会)得 5分 ,最高 15分。
15

2.新媒体健康
倍播

没立健康癸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合 ,

升展健康科普。
40

毎没立 1今有寺人雄ナ、定期更新 (至少毎周更

新一次)的健康癸新媒体平台 (微信公余号、微

博敗号)得 20分 ,最高 40分。
40

3.市 日究念日

主題活劫

在重要市日妃念日宣倍吋段内,升展

多部 |]朕合的、単場活劫人数不低子
200人的、銭上銭下朕合的、有媒体深

入宣特的健康主題活劫。

40
毎挙亦 1次符合要求的市日妃念日主題活劫,得 5

分,最高 40分。
40

4.健康侍播
媒体秋扱宣特健康促逃具 (区 )建没
工作避展和成数。

40
各癸媒体 (包括屯祝、声播、扱妖等)宣借扱道

健康促逃具 (区 )相美工作遺展,毎報道一次得 2

分,最高 40分。

40

五、健康不境
(130分 )

1.空気反量 不境空気反量仇良天数占じヒ>80%。 10 不境空気庚量仇良天数占じヒ>80%。 酌情得分。 10

瞬取ツE扱
査同資料

政府,有
美部 |]

2.炊用水願量 生活鉄用水水反合格率迭 100%。 10 生活鉄用水水反合格率迷 100%。 酌情得分。 10

3.食品安全 食品監督抽栓合格率送 100%。 10 食品監督抽栓合格率迷 100%。 酌情得分。 10

4.地坂処理

生活泣坂元害化処理率(建城

区295%,生活泣坂集中処理率(衣村)

≧90%o
10

生活泣坂元害化処理率(建城区》95%,生活泣坂

集中処理率(衣村)≧90%。 酌情得分。
10

5.汚水処理
生活汚水集中処理率,区迭到 95%,
具 (建成区)送到 85%。

10
生活汚水集中処理率,区迷到 95%,具 (建成区 )

迷到 85%。
10

6.厠所
建成区三癸以上公厠しヒ例≧80%,衣村

元害化工生厠所普及率≧60%。
10

建成区三癸以上公厠しヒ例≧80%,衣村元害化工生

厠所普及率≧60%。 酌情得分。
10

7.録地
建城区人均公園録地面釈≧14.6平 方

米。
10

建城区人均公園録地面釈≧14.6平方米。酌情得

分。
10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群 腫
の

坪分林准 腫
０

平倍方法 坪借対象

8.住房 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釈送 35平方米。 10 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釈迭 35平方米。酌情得分。 10

9.体育没施 人均体育場地面釈送到 1.8平方米。 10 人均体育場地面釈送到 1.8平方米。酌情得分。 10

10.社会保障 基本弄老保陰参保率送到 90%。 10 基本弄老保陰参保率迷到 90%。 酌情得分。 10

H.券老
毎千名老年人口棚有弄老床位数迭到
35張。 10

毎千名老年人口掘有界老床位数迭到 35張。酌情
得分。

10

12.就」2 城鎮登氾失並率控制在 5%以内。 10 城鎮登遭失並率控制在 5%以内。酌情得分。 10

13.文化教育 高中隣段教育毛入学率送到 90%。 10 高中隣段教育毛入学率迭到 90%。 酌情得分。 10

六、健康人群
(150分 )

1.健康素弄
居民健康素弄水平送到本省平均水
平,井在原有基拙上有所提高。 (与

建没膚劫年しヒ較 )

50
高千本省平均水平 20%得 50分 ,迭到本省平均水
平得 30分 ,低千平均水平 30%以内得 10分 ,しヒ平
均水平低 30%以上不得分。

50

明取ツE扱
査同資料

政府,工
生健康和
教育部 l可

2.成人吸畑率
成人吸畑率低千本省平均水平,井在
原有基硼上有所降低。 (与建没膚劫
年じヒ校 )

40
じヒ本省平均水平低 20%得 40分 ,低千本省平均水
平得 30分 ,Lヒ本省平均水平高 30%以内得 10分

,

しヒ本省平均水平高 30%不得分。
40

3.経常参加体
育鍛燎人口
じヒ例

径常参加体育鍛燎的人口しヒ例高千本
省平均水平,井在原有基IIL上有所提
高。

30
経常参加体育鍛燎的人口じヒ例≧32%得 30分,25%
(含 )～32%之同得 15分,20%(含 )～25%之同得

5分 ,低千 20%不得分。
30

4.学生体反健
康

学生体辰送到教育部 《国家学生体辰
健康林准》有美林准。

30
95%以上的学生迷到合格以上等級得 30分,94%以
上的学生送到得 20分,92%以 上的学生迷到得 10

分,低干 92%以上的学生送到得 0分。
30

合 il― 1000 1000



附件 2

健康社区/健康村林准 (2016版 )

一坂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群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理

姐須管

(20分 )

承堵侶早

居委会/行政村承瑳建没健康社区/健康村。
居委会/行政村采取釜署承諾事等形式,承諾升

展健康社区/健康村建没工作,得 2分。
つ
４

明取ツE扱

査園梢案

采取召升全体居民大会、侶決事入戸、声外公

共牌等形式,侶早轄区各単位和家庭戸釈扱参

与健康社区林寸建没。

采取召升全体居民大会、侶波事入声、声外公

共牌等形式,侶早轄区各単位和家庭声秋扱参

与健康社区/村建没,得 3分。

3

跡凋机制

成立社区ノ行政村主要負責同志参加的健康促

逃社区飯早小姐,明碗取責分工。
成立主要頷早牽共的飯尋小姐得 2分。 う

ん

毎季度召升工作例会,村沿社区主要健康向題

井提出具体泣対措施。

毎年召升工作例会 4次得 3分 ,3次得 2分,2
次得 1分。

3

規章制度

格健康促遊社区/健康村建没納入社区友展規

支l。

格健康促避社区/健康村建没納入社区友展規

支1,得 2分。
2

制定促逃社区健康的規章制度和相美措施,如

改善社区不境工生、落実公共場所元畑、促遊

居民采取健康生活方式、預防控制重大疾病和

突友公共工生事件、困難家庭健康帯扶措施

等。                _

制定促選社区健康的規章制度和措施,毎制定

一条得 1分 ,累汁不超道 3分。
3

姐奴実施

有寺人負責健康社区工作,定期接受健康促遊

培り||。

有寺人負責健康社区工作,得 1分。毎年接受

健康促遊培り|1迷 2次得 1分 ,1次得 0.5分 。
2

制定健康促遊工作it剣 ,定期恵錯。資料井全 ,

整理規疱。

有健康社区/健康村工作方案或汁支J,得 1分。

建没的文字、国片、実物等道程資料斉全、整

理規疱,得 1分。有工作恵結結杓合理、内容

洋実得 1分。

二、健康不

境 (20分 )
元畑不境

籍区内所有室内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和公共交

通工具一律禁止吸畑。

居/村委会亦公室、工生室、主要道路没有友現

畑共或者吸畑現象,得 3分。
3

折取ツE扱

査園梢案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粋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社区主要建筑物入口処、屯梯、公共厠所、会
波室等区域有明昆的元畑林沢。

居/村委会主要建筑物入口処、屯梯、公共厠所、

会波室有禁畑林沢和健康提示,得 3分。
3

現場査看

社区内元畑草庁告和促硝。 社区内元畑草庁告和促鋼,得 2分。 2

自然不境

不境整清,泣坂箱数量満足需要,泣坂日声日

清。
不境整浩,泣坂箱整清,元泣坂零散堆放現象 ,

得 3分。

使用工生厠所家庭じヒ例迭到 80%,糞便元害化
処理。

衣村使用工生厠所じヒ例送到 80%,或者城市公

共厠所清浩工生,得 3分。
3

人文不境

有固定健身場所和基本的健身投各,没各定期
鍵夕以保IIE正常使用,有安全提示。

有固定健身場所和基本的健身没各,得
健身投各元健康隠患,周辺有安全提示 ,

分。

分

得 2

有健康文化場所,提供健康教育資料,提供交
流不境。

有汗展健康文化的場所,得 1分。該場所提供

健康教育資料,定期姐須健康交流,得 1分。
2

対弱勢群体有健康精扶措施。 対弱勢群体有健康帝扶措施,得 2分。 う
４

三、健康活

動 (50分 )

基本健康

教育服努

配合基晨医庁工生机杓升展健康教育活動,活
功反量和頻次符合基本公共工生服各項 目要
求。

有升展健康教育工作的汁支J和恵結,得 2分。

毎年升展 4次以上健康教育沸座,得 2分。毎

年汗展健康盗洵,得 2分。建有健康教育宣倍

桂井定期更新,得 2分。定期友放健康教育材

料,得 2分。

10

明取ツE根

査園梢案

現場査看

健康家庭

配合有美部日,姐須社区居民参加健康家庭坪
逸活劫。

有健康家庭坪逸工作汁支J和恵結,有具体歩環

和流程,得 2分。劫貝、狙駅轄区居民参加健

康家庭坪逸,得 2分。升展針対家庭的健康活

功,得 2分。

6

逸出的健康家庭符合健康家庭林准,対轄区其
他家庭起到示疱帯共作用。

現場逃入一企健康家庭,家庭不境清浩得 1分 ;

有健康林沢和健康材料得 1分 :元人吸畑得 1

分;家庭美系和OF里美系和iby得 1分。

4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群 平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主題活劫

社区毎年自友狙須 4次以上健康併座。 (沸座

主題在轄区健康教育机杓的並各指早下碗定。

可包括以下内容:科学就医、合理用方、特染

病預防、安全急救;合理膳食、道量込劫、戒

畑限酒、心理平衡;母嬰保健、科学育りし、健

康老齢等。)

毎年升展 4次及以上健康沸座或姿洵得 10分 ,

2‐3次得 5分。
10

毎年挙亦 2次以上、面向籍区居民的集体活劫。

(如健康知沢党賽、健康演沸じヒ募、戒畑党賽、

健康展覧展示、社区体育活動等。)

毎年挙亦 2次及以上、50今 以上居民参与的集

体活動,得 10分 ,1次得 5分。
10

升展有特色的健康教育活劫,力居民提供健康

自沢1和技木指早。(如健康小屋、健康加油靖、

健康餐庁、健康一条街、健康倶示部等。)

升展有特色的健康教育活劫,得 5分。采取某

神形式,力居民提供健康自測和健康指早,得
5分。

10

四、建没数

果 (10分 )

目林人群

坪扮
目林人群対健康促逃工作支持、理解、満意 洋兄目林人群沢1坪方案。 10 快速調査

合it 100

悦明:健康社区/健康村現場坪倍表釆取百分制,現場坪倍込到 70分及以上,汰力送到健康社区/健康村林准。



附件 3

健康家庭林准 (2016版 )

1.家庭工生整浩,光銭充足,適凩え好。

2.厠 所工生,泣坂定点投放,文明伺未合苔完物。

3.主 功学コ健康知沢,村立健康理念。

4.未成良好生活ヨ慣,琲究企人工生。

5。合理膳食,戒畑限酒。

6。近量近功,ノい理平衡。

7.定期体栓,科学就医。

8.伐 生化育,愛老敬老。

9。家庭利諧,崇 尚公徳。

10。 0「 里互助,支持公益。



附件 4

健康促逆医院林准 (2016版 )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経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狙須管

(20分 )理

跡凋机制

成立医院主要負責同志牽共的健康促避医院飯早小須,取

責分工明碗。

成立院K或分管院K牽共的飯早小姐 ,

得 1分。
1

明取ツE扱

査同梢案

現場査看

毎季度召升 2次工作例会,推逃健康促選医院建没。
毎召升 1次工作例会得 0.5分 ,最高 1

分。
1

制度建没

格建没健康促避医院納入医院目林責任考核、医院友展規

丸J、 服努宗旨。

毎納入一介重点文件得 0.5分 ,最高 1

分。
1

杵控畑工作納入医院目林責任考核和友展規支1,有控畑巡

査制度、考平業怨制度、幼阻制度。
毎倣到一項得 0.25分 ,最高 1分。 1

明碗健康促逃工作牽共負責部i],明碗各今科室取責。 有文件支持,得 1分。 1

洛什対患者及社区居民升展健康教育工作納入医夕人員

須数考核。
有文件支持,得 1分。 1

制定全体員工定期接受健康教育与健康促逃継紋教育或

青題培り|1制 度。
有文件支持,得 1分。 1

全体員工定期体栓,接受健康管理。 有文件支持,得 1分。 1

姐須実施

有固定的科室和人員負責全院健康促逃均健康教育工作

的狙須管理和技木指早。

有健康促避主管科室,得 1分。有健康

促逃寺駅人員,得 1分。
つ
４

毎今lh床和医技科室有人寺/兼駅負責本科室的健康教育

工作。没有控畑監督和巡査員。

有各科室有健康教育人員名単,得 0.5

分。有控畑監督和巡査員,得 0.5分 。
1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経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毎年制定健康促逃医院工作年度itえ J。 包括医院健康促逃

資源和健康同題坪倍、工作目林、任努分工、吋同逃度等。

有年度工作it刻 ,得 1分。内容明碗 ,

措施具体,責任分工合理得 1分。
2

定期升展員工健康促逃医院建没培切|,升展控畑培り||。

毎升展一次寺題培り|1得 0.5分 ,最高 2

分。
う
ん

毎年全面恵結健康促逃医院工作,恵結径唸和同題,接受

上象部l]的考核坪倍。

有恵結報告得 1分。恵結扱告内容具体 ,

径馳亮点突出,下一歩工作思路清晰 ,

最高 1分。

2

保障措施

有健康促避均健康教育必各的場所、宣41・ 陣地和没各。

有寺 |]健康教育教室得 1分。有宣特桂

等健康教育陣地得 0.5分 。有寺用没各得

0.5分 。

2

保iI健康促遊与健康教育寺項工作経費。
医院没健康教育寺項経費得 0.5分 ,如超

道 10万再得 0.5分。
1

二、健康不

境 (8分 )

珍庁不境

医院没盗洵合,没畳早医林沢,方便患者就珍。候珍区提

供与就珍人数相匹配的候珍座椅,力患者提供安全、私密

的就珍不境。

有谷洵合得 0.5分 ,早医林沢明塁清晰 ,

得 0.5分 ,候珍区座椅鯵用,得 0.5分 ,

健康栓査吋保夕患者隠私,得 0.5分 。

2

折取ツE扱

査園梢案

現場査看

医院整体不境工生,生活地坂和医庁慶物分癸牧集,処畳

及吋。厠所工生,有洗手没施。

医庁慶物与生活地坂分癸処畳得 1分。

随机逃入一今厠所,干浄有洗手没施得 1

分。

つ
４

幅射安全、医庁疲奔物等林沢清晰、明品。
有明昆的輻射安全林沢,得 0.5分 。有明

塁的医庁疲奔物林沢,得 0.5分 。
1

人文不境

医努人員対待患者和蕩和来,使用文明礼貌用活。
随机逃入珍室,医努人員恣度和蕩、使

用文明用悟,得 1分。
1

考慮残疾人、老年人、手声如等特殊人群的需求,如録色

通道、仇先宙口等。
符合要求,得 1分。 1

根据需要提供安全的食品和鉄用水。 符合要求,得 1分。 1

三、元畑医

院 (12分 )
元畑不境

医院室内完全禁止吸畑,所有室内場所没有畑共,没有吸

畑者。
友現畑共拍 1分 ,友現吸畑者拍 1分。 つ

４

折取ツE扱

査開梢案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指林解粋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医院所属区域有明塁的禁畑林惧。所有建筑物入口処、候

珍区、会波室、厠所、走廊、屯梯、楼梯等公共区域有明

昆的禁畑林沢。

毎今快乏元畑林沢的公共区域拍 0.5分 ,

オロ完力止。
つ
４

現場査看

院内不硝告畑草制品。 如友現,拍 1分。 1

院内元畑草庁告、促鋼和費助。 如友現,拍 1分。 l

元畑宣4t

有控畑宣4t材料。
有一癸控畑借播材料得 0.25分 ,最高 1

分。
1

升展以控畑力主題的宣特活功,如沸座、各洵等。
升展一次控畑主題的宣特活劫得 0.5分 ,

最高 1分。
1

戒畑服各

在相鹿科室没戒畑服努医生和各洵屯活,升展戒畑服努和

各洵。

有科室提供戒畑服各,得 1分。有寺人

提供戒姻各洵,得 1分。
2

医生洵 li・II]珍、住院患者的吸畑史,対其中的吸畑者遊行

筒短戒姻干預井有況景

升展 |]珍患者戒畑干預,得 1分。升展

住院患者戒畑干預,得 1分。
2

四、健康教

育 (50分 )

患者健康

促逃

各科室制定|]珍和健康教育工作流程和要点。

内外如ノし等重点科室制定 l]珍健康教育

流程和要点,毎今科室得 1分 ,最高 4

分。

4

明取ツE報

査園梢案

現場査看

各科室制定住院患者在住院期同和出院后的健康教育工

作流程和要点。

内外娼りL等重点科室制定住院健康教育

流程和要点,毎今科室得 1分 ,最高 4

分。

4

毎今lh床科室升展健康教育服各,有什対不同病神的健康

教育梢案氾景:1.升展患者健康坪倍。2.力患者提供改選健

康、促遊疾病康隻的今性化建波。3.患者出院吋,給予患

者或家属合理化的出院健康指早或建波。4.患者出院后 ,

通達与社区合作、随坊等方式,持象提供健康建波♀__

毎今科室有針対某病紳或健康同題的全

套健康教育工作iE景 ,得 1分 ,毎今科

室最高 3分。全院最高得 15分 ,可区分

l]珍和住院科室。

15

集中候珍区、治庁区 (如輸液室 )、 1可 珍科室、住院科室

合理使用健康4t播材料 (如探放健康教育資料,張貼健康

海扱或健康提示,播放健康祝頻等 )。

毎癸珍庁区能合理使用健康倍播材料 ,

得 1分 ,最高 4分。
4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経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没畳健康教育宣借桂,具吸及以上医院毎月更換一次,基

晨医庁工生机杓毎両月更換一次。

有健康教育宣借桂得 1分 ,定期更換得 2

分。
3

社区健康

促逃

制定針対社区居民的健康教育工作流程和健康教育要点。

有針対社区居民的健康教育工作流程 ,

得 1分。有一套常兄疾病的健康教育工

作要点,得 2分。

3

升展面向社区的健康沸座、健康盗洵、文珍、健康烹凋大

奏、健康り|1象菅、健康生活方式侶早等健康活劫。
毎升展一次活功得 0.5分 ,最高 4分。 4

通辻庁播、屯祝、扱須、FXXl靖 和新媒体対公余升展健康教

育。
毎升展一次活動得 0.5分 ,最高 3分。 3

取工健康

促逃

毎年対全体員工逃行体栓 ,建立健康梢案 ,升展健康坪倍。
毎年体栓得 1分。建立健康梢案得 1分。

力毎今員工升展健康坪倍得 2分。
4

根据員工主要健康同題,升展健康管理,有具体的干預措

施。

友現員工主要健康同題,得 1分。有健

康管理it支1,得 1分。升展健康干預 ,

得 1分。

3

姐駅促逃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動,キ富員工生活,提高医院

凝衆力。
毎升展一次集体健康活功得 0.5分 ,最高

3分。
3

四、建没敷

果 (10分 )

目林人群

坪伶
目林人群対健康促避工作支持、理解、満意 采用目林人群沢1坪方法。 10 快速調査

合汁 16 100

悦明:健康促避医院現場坪倍表采取百分制,現場坪倍迷到 70分及以上,汰力迷到健康促避医院林准。



附件 5

健康促避学校林准 (2016版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内容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一、健康政策

(15分 )

承諾劫員

学校公升承瑳升展健康促避学校建没,宣借健康

促避理念。劫員全体帰生声泥参加健康促遊学校

建没,主劫促遊自身健康。給帰生提供参―b~学校

管理的机会,定期明取意兄和建決。

校内明塁可兄健康促選学校承諾或有美林惧,得
1分 :在全校升展劫員,得 1分。

2

明取ツE扱

査園梢案

狙須管理

成立校K或分管校K力狙長的健康促逃学校工

作飯早小姐,明碗相美取能部 |]取 責,定期召升

例会。

校長力姐K的飯早小姐得 1分、副校K力姐長得

0.5分 。飯早小狙毎年召升例会満 2次得 1分。
2

杵健康促逃学校工作納入学校重点工作,所需径

費在学校公用径費中列支。

学校年度工作it剣体現健康促逃学校工作得 1

分;財各表昆示有健康促避学校建没径費得 1分。
つ
４

有寺人負責健康促遊学校工作,定期遂清寺立机

杓升展培切|,提高建没健康促逃学校建没能力。

有寺人負責得 1分。接受道健康促逃学校培切1得

1分。
2

制定健康促逃学校工作it支1,根据学校特点和学

生主要健康同題,逃拝合遣的健康同題作力切入

点。整理1文集工作氾景,完成年度工作恵結。

有健康促逃学校it丸J,汁tll合理、重点突出,得
1分。有洋劉建没道程氾景,有年度健康促逃学

校工作恵結得 1分。

2

制度建没

学校制定系列促逃帰生健康的政策、規章制度和

管理措施。包括校内禁畑、食品安全、鉄水和不

境投施、保障学生毎天 1小吋体育活劫吋同、升

投健康教育保和健康教育活功、提高学生健康素

券、査強預防接神iIE、 学生安全和突友事件成急

預案、困理学生帝扶等。

学校制定促逃学生健康的政策,毎今政策得 0.5

分,最高 5分。

二、学コ生活

不境(20分 )

不境里生

学校不境整浩伐美,元工生死角,元安全隠患。 校国元泣坂堆釈,得 1分。 1

折取江扱

査同梢案

現場査看
使用工生厠所井保持清浩。新建教学楼毎尿投厠

所。女生 15人一噂位,男生 30人一噂位,有洗

手没施。

随机逃入一介厠所,数量修用得 1分 ,清浩工生

得 1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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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内容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元畑不境
符合元畑学校参考林准。校内元人吸畑,元畑共 ,

元畑草梢告和庁告,有禁畑林沢。
有禁止吸畑林沢得 1分 ,学校内元人吸畑得 0.5

分,元畑共得 0.5分 ,元畑草硝告和庁告得 1分。
3

教室没施

教室人均使用面釈小学不低子 1.15平方米,中 学

不低子 1.12平方米;前引卜深菓前嫁均黒板不低

子 2米 ;菓椅毎人一席;教室皮配各 9蓋以上
40瓦焚光灯。

前排深泉前嫁与黒板距高大干 2米 ,得 1分。学

生一人一泉椅,得 1分。教室灯光明亮,得 1分。
3

健康鉄食

提供安全、合理的菅弄膳食,提供充足、安全的

欽用水。
提供来源安全的鉄食得 1分 ,膳食結杓合理得 1

分。提供充足、安全的鉄用水得 1分。
3

学生食堂三iI井全 ,有洗刷、消毒池等清洗没施 ,

生熟分升。
学校食堂生熟分升得 1分 ,厨房和就餐清浩工生

得 1分。
つ
４

潜能友展

成立不同癸型的共趣小姐,升没乞木深程,力学
生提供友拝企人潜能的机会,促逃学生良好今性

的友展。

毎成立 1全体育和芝木癸共趣班井定期姐奴活劫

得 1分 ,最高 3分。
3

帰生互愛

対困難学生提供通当的支持和希助。如減免学

費、捐款、心理支持等。不体罰辱彗学生,学生

元打彗、斗殴行力,相互美心、信任和友好

対困荘学生有具体的希扶措施 ,毎項措施得 1分 ,

最高 2分。没有学生反映体罰、悪性斗殴事件 ,

得 1分。

3

工生室/保

健室和人員

寄宿制学校必須没立工生室,1卜寄宿制学校可祝

学校規模投立工生室或保健室。
寄宿制学校没立工生室得 3分 ,未没工生室但有

医院医生定点珍庁得 2分。
3

折取ツE扱

査園梢案

現場査看

三、健康服努

(20分 )

寄宿制学校或 600名 学生以上的ヨト寄宿制学校庄

配各工生寺立技本人員,600名 学生以下的ヨト寄

宿制学校皮配各保健教帰。

寄宿制学校或 600名 学生以上的♯寄宿制学校 ,

有工生寺立技本人員得 3分 ,元寺 |]人員但有医

院医生定点定期来校珍庁得 2分。600名 学生以

下的ヨト寄宿制学校有配各保健教姉得 3分。

3

工生寺立技本人員和保健教姉座定期接受寺立

培り||,力学生提供健康教育、医庁服努和心理輔

早。

定期接受培り|1得 1分。定期力学生提供健康服勢

得 1分。
う
４
　

　

　

３

）健康管理和

服勢

建立学生健康管理机制。新生入学建立健康梢

案。毎年姐須帰生健康体栓,杵健康坪介結果告

知学生和家掟。

有学生健康梢案得 1分。

毎年狙駅一次健康体栓得 1分。体栓結果告知学

生和家K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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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内容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建立突友公共工生事件、倍染病、学生常兄病与

多友病管理机制。配合有美単位,升展倍染病盗

沢1和学生常兄病妹合防治工作。

有突友公共工生事件皮急処理預案得 1分 ;学校

工生数据扱送及吋得 1分。
2

提醒学生到工生行政部「1指定机杓接紳常規疫

苗和泣急疫苗 ,ノし童入学吋査唸預防接神II和接

神氾景。

査馳疫苗接紳十,得 1分。遣吋提醒学生接紳疫

苗得 1分。
つ
４

元集体性食物中毒和安全事故友生,元特染病暴

友流行。

元集体性食物中毒和安全事故友生,得 1分。元

特染病暴友流行,得 1分。
つ
４

釈板預防控制菅弄不良、祝力不良、肥畔、鋼歯、

貧血等学生常兄疾病。

有預防控制菅弄不良、祝力不良、肥畔、踊歯、

貧血等学生常兄疾病的具体措施,毎項措施 0.5

分,最高 2分。学生常兄疾病友生率不高子当地

平均水平得 1分。

3

四、健康素弄

(25分 )

健康教育深

升没高庚量的健康教育深程,毎学期 《体育葛健

康》等健康教育美保程中有 6学吋用千健康教育。
没健康教育深程得 2分。 2

明取ツE扱

査園梢案

現場査看

現場坊淡

采用規疱的健康教育教材,教学道程中配合使用

有針対性的深件和健康借播材料。
使用規疱教材得 2分。使用健康4t播材料得 1分。

授深教師定期接受健康教育技能培切|。 教帰定期接受培り|1得 1分 1

体育鍛燎

体育保保吋座送到小学 卜2年吸毎周 4学吋 ,3‐6

年吸和初中毎周 3深吋,高中毎周 2深吋。
深吋数符合要求得 2分。 2

体育鍛燎吋同和送劫負荷庄込到 《中小学生体育

鍛燎込功負荷工生林准 (WS/T101‐ 1998)》 要求。
没有体育深当天安引11小吋集体体育鍛燎得 1分 。 1

40%以上学生込到 《国家学生体反健康林准》良

好以上等家,井逐年増K。
40%以上学生送到良好以上等級得 2分。 う

４

心理健康教

育

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早鋼要》指早下,根
据不同年吸学生生理、心理友育特点,升展特定

主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劫,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素

弄。力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心理信箱、心理各洵等

渠道的心理援助。

毎企班象都升展心理健康主題活劫,得 2分。升

展 1次全校疱目的主題活功,得 1分。有暢通的

心理援助渠道得 1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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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内容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健康主題活

劫

在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早鋼要》指早下 ,t・f対不

同年象学生升展特定主題的健康教育活功,提高

中小学生在健康行力与生活方式、疾病預防、心

理健康、生長友育与青春期保健、安全鹿急与避

院等 5方面的知沢和技能,提高学生健康素弄。

毎学期毎升展一次主題明碗、形式新穎、学生参

与度高的健康主題活劫得 0.5分 ,最高 5分。

主題活劫可包括寺題班会、主題沸座、健康盗洵、

健康知惧党界、演 II・ しヒ奏、健康征文、健康絵画

等形式。成配合使用健康教育材料。

健康素弄

学生掌握一定的健康知沢,具各基本的健康素

券。学生弄成良好的健康行カコ慣,注意今人里

生。指甲清浩、仮前便后洗手、故野姿勢正碗、

正碗倣眼保健操、早晩刷牙、睡眠充足、不吸畑、

不鉄酒。

坪倍吋随机逃入一企班象,規察学生衣服整浩、

手指清浩、減写姿勢規疱、眼保健操劫作規疱等

情況,酌情賦分,最低 0分 ,最高 5分。有条件

的地区可升展寺項健康素界測坪。

五、社会互劫

(10分 )

家校互劫

定期召升健康教育主題家K会 ,力家K升没健康

沸座,逆清家長参与学校健康教育活劫,宣借健

康促遊学校理念,与家K保持良好的淘通,与家

K共同促遊学生健康。

項目期同,毎召升 1次至少覆監一今年象的針対

家長的健康主題家長会、家K健康沸座、素子健

康活劫得 0.5分 ,最高 3分。

3

瞬取ツE扱

査同梢案

現場査看

現場坊淡

家校互劫,升展家庭健康支持。如家庭炊食結杓

改善、家庭成長行力改善、家庭健身it支J等。

家長的庇学校号召升展家庭健康支持,酌情賦分 ,

最高 2分。
2

社区健康支

持

争取政府和社区支持,共享体育文化場地、投施

等資源。
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文化資源,得 1分。 1

学校周曰不境清浩安静,有明最的交通提示。 学校周辺不境整清得 1分 ,有交通提示得 1分。 う
ん

均社区朕合升展健康相美活劫,毎年至少姐奴学

生参加両次社区健康実践。
毎学期与社区咲合升展有学生参加実践的健康主

題活功,1次 0.5分 ,最高 2分。
2

四、建投数果

(10分 )

目林人群坪

伶
目林人群対健康促遊工作支持、理解、満意 采用目林人群沢1坪方法。 10 快速調査

合it 100

悦明:現場坪借迷到 70分及以上,汰力送到健康促遊学校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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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健康促逃机美林准 (2016版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解群 IT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狙須管

(20分 )

一　
理

承糖侶早

1.机美/事並単位事面承堵建没健康促遊机美。
采取釜署承諾事或印友文件等形式,承瑳建没健康

促逃机美,得 3分。
3

折取江扱

査閲梢案

2.召升全体取工大会 ,公升侶洪全体取工釈扱参与

健康促逃机美建没。
召升全体双工大会,対全体駅工友出侶波,得 2分。 つ

ん

切凋机制

1.成立机美主要負責同志牽共的健康促逃机美頷

早小狙,明碗取責分工。

成立机美主要負責同志牽共的健康促避机美頷早小

姐,明碗取責分工,得 3分。

2.毎季度召升工作例会 ,付沿机美主要健康同題井

提出具体泣対措施。

毎季度召升工作例会,付稔机美主要健康同題井提

出具体鹿対措施,得 2分。
つ
４

規章制度

1.杵健康促遊机美建没納入机杓年度工作it剣。
将健康促逃机美建没納入机杓年度工作it支1,得 2

分。
2

2.制定促逃取工健康的規章制度和相美措施。如改

善単位不境工生、落実公共場所元畑、促逃取工

采取健康生活方式、預防控制重大疾病和突友公

共工生事件等。

制定促逃取工健康的規章制度和相美措施。毎制定

一条得 1分 ,累 it不超道 3分。
3

狙須実施

1.寺人負責健康促遊机美工作,毎年接受一次寺並

培切|。

有寺人負責健康促逃机美工作,得 1分。毎年接受

1次健康促避培り||,得 1分。
つ
４

2.制定健康促逃机美工作it剣 ,定期恵結,健康相

美梢案資料芥全。

有健康促逃机美工作方案或汁丸J,内容明碗、措施

具体、責任分工合理得 1分。文字、国片、実物等

道程資料斉全、整理規疱得 1分。工作恵結結杓合

理、内容洋実,得 1分。

二、健康不

境 (20分 )

元畑不境

1.机杓所有室内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禁止吸畑。
机杓的亦公室、工生室、所属室外不境没有友現畑

共或者吸畑現象,得 3分。
折取ツE報

査囲梢案

現場査看

2.机杓主要建筑物入口処、屯梯、公共厠所、会波

室等区域有明塁的元畑林沢。

机杓主要建筑物入口処、屯梯、公共厠所、会洪室

有禁畑林沢和健康提示,得 3分。
3

3.机杓内元畑草庁告和促硝。 机杓内元畑草声告和促硝,得 2分。 2

自然不境 1.不境整浩舒道,地坂日声日清。 符合要求得 2分。 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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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指林解経 坪分林准 分値 考核方法

2.厠所清浩工生,数量満足需要,有洗手没施。 符合要求得 2分。 2

3.取工食堂度符合工生要求,膳食錯杓合理。 符合要求得 2分。 つ
４

人文不境
給駅工提供鍛煉和同演不境,対弱勢群体有健康

希扶措施。
給取工提供鍛煉不境,得 2分。提供開懐不境,得
2分。対弱勢群体有健康帝扶措施.得 2分。

6

三、健康活

劫 (50分 )

健康服努

1.有条件的机杓没畳工生室或医努室,配各寺/兼

取的工生技本人員,配置必需的医庁用品和急救

変物。不具各医各室条件的机杓,安排寺人接受

急救和疾病預防知沢培り||。

没畳工生室或医各室,有寺/兼取的工生技木人員 ,

有必需的医庁用品和急救変物,得 10分 。没有工生

室或医分室的机杓,有寺人接受急救和疾病預防知

沢培切|,得 10分。

10

折取ツE報

査同桜案

現場査看

2.定期姐須取工体栓,根据体栓結果制定健康管理

it支 J。

毎年姐須一次健康体栓,得 5分 ,毎両年姐須一次

健康体栓,得 3分。根据体栓結果,制定有針対性

的健康管理汁丸J或措施,得 5分。

10

主題活劫

1.升展工同操,定期姐須取工升展胞歩、爬山、球

癸、済泳等活劫,提高取工身体素反。
毎升展一項集体文体活劫,得 3分 ,最高 10分。 10

2.毎年升展 4次以上健康沸座,沸座主題包括:科
学就医、合理用変、特染病預防、安全急救;合
理膳食、通量送劫、戒畑限酒、心理平衡:母嬰

保健、科学育りし、健康老齢等。

毎升展一次健康沸座,得 2.5分 ,最高 10分。 10

3.毎年挙亦 2次以健康力主題的集体活動,如健康

知惧党奏、健康演排しヒ賽、戒畑党奏等。

毎升展一次以健康力主題的集体活功得 5分 ,最高
10分。

10

四、建没数

果 (10分 )

目林人群

坪介
目林人群対健康促逃工作支持、理解、満意 采用目林人群測坪方法。 10 快速調査

合汁 100

悦明:現場坪倍送到 70分及以上,汰力送到健康促逃机美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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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健康促逃企立林准 (2016版 )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内容 指林内容 分値 考核方法

理

姐須管

(20分 )

承諾侶早

企立ギ面承堵建没健康促逃企並。 企立事面承諾建没健康促逃企並,得 3分。 3

瞬取ツE扱
査 bin梢案

召升全体取工大会,公升侶波全体駅工釈板参

与健康促逃企立建没。

召升全体双工大会,公升侶波全体取工釈板参与健

康促逃企立建没,得 2分。
2

跡凋机制

成立企並主要負責同志参加的健康促避企立飯

早小姐,明碗取責分工。

成立企並主要負責同志参加的健康促逃企並飯尋

小狙,明碗駅責分工,得 3分。
3

毎季度召升工作例会,廿稔企立主要健康向題

井提出具体泣対措施。

毎季度召升工作例会 ,村沿企立主要健康同題井提

出具体皮対措施,得 2分。
つ
４

規章制度

杵健康促逃企立建没納入企立年度工作汁剣。
格健康促選企立建没納入企立年度工作it剣 ,得 2

分。
つ
４

制定促逃駅工健康的規章制度和相美措施。如

双並防夕、取立病防治、改善不境工生、落実

公共場所元畑、促避取工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預防控制重大疾病和突友公共里生事件等。

制定促逃駅工健康的規章制度和相美措施。毎制定

一条得 1分 ,累 it不超述 3分。
3

姐須実施

寺人負責机杓内健康相美工作,毎年接受一次

寺立培切|。

寺人負責健康促避企立工作,得 1分。毎年接受 1

次健康促逃培切|,得 1分。
2

制定健康促逃企立工作汁丸1,定期恵錯,健康

相美梢案資料井全。

有健康促遊企並工作方案或汁剣,内容明碗、措施

具体、責任分工合理得 1分。文字、国片、実物等

道程資料井全、整理規疱得 1分。工作恵結結杓合

理、内容洋実,得 1分。

二、健康不

境 (20分 )

元畑不境

企並所有室内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禁止吸畑。
企立的亦公室、工生室、所属室外不境没有友現畑

共或者吸畑現象,得 3分。
3

折取ツE扱

査 bin梢案

現場査看

企立主要建筑物入口処、屯梯、公共厠所、会

決室等区域有明昆的元畑林沢。

企立主要建筑物入口処、屯梯、公共厠所、会政室

有禁畑林沢和健康提示,得 3分。

企立内元畑草声告和促梢。 企立内元畑草声告和促梢,得 2分。 つ
４

自然不境 不境整浩舒遣,泣坂日声日清。 不境整浩舒道,泣坂日声日清,得 2分。 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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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内容 指林内容 分値 考核方法

厠所清浩工生,数量満足需要,有洗手投施。
厠所清浩工生,数量満足需要,有洗手没施,得 2

分。
う
ん

取工食堂庇符合工生要求,膳食結杓合理。 取工食堂符合工生要求,膳食結杓合理,得 2分。 2

人文不境
給取工提供鍛煉和閲減不境,対弱勢群体有健

康評扶措施。

給駅工提供鍛燎不境,得 2分。提供園減不境,得
2分。対弱勢群体有健康精扶措施.得 2分。

6

三、健康活

劫 (50分 )

健康服努

錆合単位特点没畳工生室,配各寺/兼駅的工生

技本人員及必需的医庁用品和急救方物。

没畳工生室或医努室,有寺/兼取的工生技本人員 ,

有必需的医庁用品和急救萄物,得 8分。没有工生

室或医努室的机杓,有寺人接受急救和疾病預防知

沢培り||,得 8分。

8

明取ツE扱
査開梢案

現場査看

定期姐須取工体栓。
毎年姐駅一次健康体栓,得 4分 ,毎両年狙須一次

健康体栓,得 3分。根据体栓結果,制定有針対性

的健康管理汁支」或措施,得 4分。

8

取立安全

毎年升展 4次以上以取立安全和駅並防夕力主

題的寺題沸座。
毎升展 1次得 2.5分 ,最高 10分。 10

毎年挙亦 2次以取並防押力主題的集体活劫 ,

如駅並防伊技能しヒ賽、急救自救演示等。

毎挙亦一次以取並防夕力主題的集体活劫,得 4

分,最高 8分。
8

主題活劫

毎年升展 4次以上健康沸座,可包括:科学就

医、合理用蒟、特染病預防,合理膳食、戒畑

限酒、心理平衡、母嬰保健等。

毎升展一次取並安全以外的健康沸座得 2.5分 ,最

高 8分。
8

定期姐須取工升展球癸、済泳、棋美等文体活

劫,促逃取工身心愉悦。
毎升展一項集体文体活劫,得 4分 ,最高 8分。 8

四、建没数

果 (10分 )

目林人群

坪伶
目林人群対健康促逃工作支持、理解、満意 采用目林人群淑l坪方法。 10 快速調査

合it 100

悦明:健康促遊企立現場坪倍表采取百分制,現場坪借送到 70分及以上,扶力送到健康促避企並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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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年通宇省健康促逆場所elJ建方案

按照 2019健康促Iit工作恙体安羽卜,結合我省工作実昧,現

就 2019年健康促逃場所念1建工作明碗女口下 :

一、日椋任努

根据 《“十二五"全 国健康促逃々教育工作規表1》 等相美要

求,2019年仝省所有具区仝面升展健康促逃場所を1建工作。

(一 )工在を1建健康促辻■ (区 )。 至12019年底,在具域

疱国内,完成建浚 20%健康社区/健康村,建没 20%健康家庭,汗

Iit出 100企示疱健康家庭,建没 40%的健康促逃医院 (二象以上

医院 包合二象医院),建没 50%健康促逃学校 (包括高中、初中、

小学)、 50%的健康促逃机美 (包括机美利事立単位 )、 20%的健康

促邊企立,提高場所内居民和取工的健康未界,友拝健康促逃場

所的示疱利輻射作用。

(二)其他芸区。2019年 ,毎今具 (区 )完成健康促逃医

院 (二級以上医院)レヒ例込至120%、 健康社区 (村 )レヒ例込至1

10%、 健康家庭レヒ4allttrl1 lo%的 場所を1建工作。

二、狙奴管理

(一)右象

省工生健康委久責整体坑箸部署,俎須省内監督指早,碗汰



健康促邊場所,及叶恙結好的倣法利姪詮。省工生健康服券中ノむ

久責健康促Iit場所唸1定的技木指早わ汗介工作,+1汀省象健康促

逃場所定没実施方案,按照省工生健康委部署久責省奴単位升展

健康促邊場所的考核;対市象考核通辻的健康促逃場所随机抽取

5%邊行隻核;対仝省 (以 市数力単位)随机抽取 1%Iit行 常核 ;

完成仝省健康促逃場所唸1建工作坪借。

(二)市象

市象工生健康行政部日
～
健康教育寺立机杓,久 責完成轄区

健康促逃場所を1建工作的俎須実施、監督指早和汗借工作;久責

格区内市、具 (区 )象単位升晨健康促Iit場所を1建考核工作;対

具 (区 )坂考核通辻的健康促lit場所随机抽取 20%逃行夏核。

(二)芸象

具 (区 )工 生健康行IFA部 11利健康教育寺立机柏在市象指早

下,俎奴、推逃轄内健康促逃場所を1建工作,久責区内健康促邊

場所的申扱、受理利考核。

三、工作流程

健康促辻場所念1建工作的申扱、考核、常核わ碗汰分象久責。

具 (区 )工生健康行政部日和健康教育寺立机杓久責受理轄

区内升展健康促逃場所を1定的申扱,毎月ツE恙 申扱表扱市象,市

象毎季涯恙申扱表扱省工生健康服外中ノい。接至1を1定 申扱或
'E恙

表后,按俎須管理分工,省市具 (区 )在 2今月内完成考核井上

扱。省、市対下一象工生健康行IEX部 11和健康教育寺立机杓考汗



合格的場所辻行隻核。隻核合格率>80%叶 ,除未合格単位外 ,

其化単位上扱省工生健康服券中ノむ申清常核。常核合格率 80%

叶,除未合格単位外,其他単位上根省工生健康委Iit行碗汰。

四、保障措施

(― )か薇経費保障。毎今具 (区 )抜付姪費 10万元,由

各市根据工作要求安羽卜市、具 (区 )象健康教育寺立机杓工作

姪奏レヒ例 (此項資金已抜付至1各市資金恙額),井碗保具 (市 、

区)奴工作姪費需要。

(二 )徴好枝木指子。省工生健康服券中ノむ久責仝省健康

場所を1定立弁指早,各象承担健康教育机杓要切実カロ大工作カ

度,増張工作的主劫性
～

念1造性,提高項目執行反量
～

妓率。

(二)升晨坪4■ 考汗工作。各象要把健康場所Ct定工作作

力健康促逃工作的重点内容,科学+1定工作方案,仝程眼辻 ,

カロ張督早,倣好除段性工作分析与坪借,碗保tl定反量。

(四 )声格を1建林准。健康場所唸1建林准相同千健康促逃

具 (区 )場所を1建林准,要対林対表,孤好毎炎場所念1建落実。



附件 4

2019年通宇省健康素券促遊項目

健康科普工作方案

一、日椋

(一 )普及健康知沢わ技能,マ 1早公ハ村立正晩的健康規 ,

侶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界。

(二 )提高健康教育寺立机杓俎奴升晨健康教育活劫的能

力,提升健康教育寺立人員服券能力利水平。

二、内容埼要求

か大健康科普侍播力度,Cl新各科形式,針対重点疾病、重

点頷域利重点人群健康需求,汰真倣好合理膳合、近量近劫、

控畑限酒、ノむ理健康、りし童青少年預防近祝、安全々急救等主

題健康教育。結合実隊墾象升晨慢性病、結核病、文滋病等相

美疾病及地方病健康教育。重点針対老年人、如女、りし童、青

少年、残疾人、流劫人口、貧困人口等,升晨符合其特点的健

康未界促辻活劫。

キ1定健康科普工作汁表1,保江其可操作性利可実施性。有完

整的健康巡琲、健康教育活功泥永利資料,包括文字、圏片、

影音文件等,井存楷保存,倣好工作恙結。



(― )升晨健康巡琲活劫

充分友拝各象健康教育琲炉困的作用,走邊机美、企事立単

位、医院、学校、社区等場所,什対預防慢性病、大病、重病

等俎須升展健康巡琲或大琲堂活劫。省、市、具 (区 )象均升

展健康巡琲活劫,各奴覆蓋人数不少子 1000人次。

(二 )升晨工生主題日宣待

曰統 2019年二生主題日主題,以健康盗洵、又珍、琲座、

友放宣侍材料、新媒体等多紳形式,向 公炎升展健康科普侍播。

(二 )+1作友及健康科普竹搭材料

根据実豚情況,升友tll作健康科普侍播材料。保江侍播材料

内容的叶妓性、科学性,通俗易憧,近合目林人群。侍播材料包

括健康教育折天、宣借画、健康教育炎方利健康手妍、ギ籍、

展板等。

三、瑛系方式

近宇省工生健康服弁中ノい (地址:近宇省沈FEl市利平区南八

島路 14号 )

咲系人:李雨、張有晨

屯  すi: 024-23395239

由F  箱: lnjkjykp@sinao com

工作 QQ群 :117698700

附件:健康教育活劫泥永表



健康教育活功え永表

主亦単位 : 活劫形式 :

叶  同: 地  点 :

参与人数 : 宣侍材料友放紳炎及数量

紳    分 (張 、本、企 )

活劫主趣 :

活功小結 :

活功主要照片 :

附后存楷材料

ロギ面材料    □圏片材料    □FF刷 材料    □影音材料

□基到表     □其他材料

附件

填表人 (答 字): 填表叶同:    年   月   日



附件 5

2019年通宇省居民健康素弄監測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工生健康委 《2019年 中国居民健康未界監淑1工作

方案》,我省結合実障情況,+1定本方案。

一、日林

(一 )了 解我省居民健康未界水平利交化進勢 ;

(二 )分析我省城多居民健康未界影噛因未,碗定化先エ

作頷域 ;

(三 )力 tll定 工生健康相美jEX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監測方法

(― )上淑1対 象

15～ 69夢 城夕常住居民。

(二 )上淑1疱 国

沈陶市鉄西区利新民市,大逹市沙河口区,鞍 山市鉄末区,

本浜市明山区,丹末市克句具,菅 口市大石析市,阜新市大平

区,こ rEl市 近rEl具 ,鉄蛉市昌圏具,朝 rEl市北票市利萌声島市

九関区等 12企具 (市 、区)。

(二 )わ祥方法

源自全国監測祥本抽祥方法。釆用分晨多除段随机抽祥方

法,毎企監淑1区 (具 )抽取 3企街道 (多 鎮),毎今街道 (多 鎮 )



抽取 2今居委会 (村 ),毎企居委会 (村 )抽取 1企片区 (釣 750

企家庭声),毎企片区抽取 55今家庭声,毎声抽取 1名 15～ 69

夕常住人口作力調査対象,毎今片区内完成 40分調査力止。毎

今監淑1区 (具 )預汁調査 240人 ,全省汁裁1調査 2880人。

(匹D上淑1内 容

釆用同巻調査的方式了解監淑1対象的健康未界水平9主要

内容包括基本健康知沢
～

理念、健康生活方式々行力、基本技

能 3企方面。

(工 )現場調査

使用 PAD数据采集終端系坑,釆用入声調査方式,同巻由

調査対象自填完成,女口調査対象不能独立完成,只1釆用面対面

洵同方式調査。

各監淑1点成立現場調査工作俎,碗定久責人、祢凋貝、凋

査員、灰控貝及数据管理員,明碗工作取責。通辻牧集抽祥信

息的辻程々被調査対象建立咲系,取得共同意利配合。准各渭

査所需用品,F「 昴1調査方案,打 FF調査対象名単。

現場調査完成后,杵 PAD及相美資料坑一上扱至省工生健康

服券中ノい,省 中ノむ久責 Ll■ 集、整理監淑1点 上扱数据,填写妖反

材料上扱省工生健康委汰可蓋章后,逹 同数据庫一井提交至中

国健康教育中ノい。

三、灰量控制

(一 )調査前晨量柱帝1



現場調査要芦格遵循指定的抽祥方法完成ri4_象 抽祥,宣至

抽取調査対象。国家象完成省象りT資培り||,省象負責培り|1市 象

及監淑1点 工作人員,培り1使用坑一監淑1方案
～

操作手妍。

(二 )調査除段荻量橙帝1

肝格接照監淑1実施方案升晨現場調査。充分取得当地有美

机杓、調査対象的配合。使用坑一的 PAD数据瀾査管理系坑。

由調査員洵同,根据調査対象的回答情況,調査員都助填写逃

項。調査員不能使用秀早性或暗示性悟言,政口過調査対象文化

水平校低或存在悟吉障碍叶,可作近当解粋,但解朴要忠千原

意。調査員要当場填写調査完成情況登泥表,井在当夭調査結

束后杵已完成的調査同巻上借至回路。省中ノむ会在現場調査期

日,近ミ PAD数据調査管理系坑折取現場調査永音,及査看現

場調査Hf同 対共逃行灰控。永音有同題及現場調査叶同辻短者 ,

祝力不合格,重新調査。

中国健康教育中ノむ在毎企省 (区 、市)随机抽取 1企監淑1

点邊行夏核。省中ノむ対本省所有監淑1点 邊行隻核,監淑1点 所在

市象健康教育机杓対所有監淑1点 逃行夏核。隻核方法力:毎企

監淑1点抽取 15名 已完成調査的調査対象,釆用 《隻核調査表》

以現場隻核わ屯活隻核的方式逃行隻核調査。監淑1点 不合格人

数レヒ例起辻 3名 ,ス1祝力核監淑1点現場調査工作不合格,外須

重新辻行調査。

(二 )数据処理分析除段晨量控+1



省中ノい対牧集的資料辻行汰真核査。使用数据分析軟件対

数据逃行清理和辺輯校唸,対不合格同巻予以易1除 。対不合格

同巻校多的監淑1点 予以重点核査,井根据情況邊行重新調査。

四、狙奴実施

(一 )省象

省工生健康委宣侍丈久責俎須実施仝省健康未界監淑1工

作,成立監淑1工作指早狙。省工生健康服弁中ノむ+1定監淑1実施

具体方案,俎須調査員培り||,久責現場調査反量控tll,Ll■ 集、

常核井上扱監淑1数据。

(二 )市象

監淑1点所在市須工生健康委健康教育工作主管科室久責俎

須実施本地区健康未界監淑1工作,市象健康教育寺立机杓作カ

技木指早単位,配合省中ノむ完成格区監淑1点 抽祥,俎須升展現

場調査,反量控市1以及数据上扱等。

五、辻度安‖ト

2019年 3～ 5月 :完成省象培り||、 絵圏夕1表 、家庭声抽取。

2019年 5～ 7月 :升展現場調査,各市千 7月 31日 前完成

現場調査,井杵相美資料提交至省工生健康服弁中ノい。

2019年 8～9月 :数据隻核、数据庫清理。

2019年 10～ 12月 :数据分析及扱告撲写。

六、経費保障

省工生健康服弁中ノい12万元,用 千仝省数据采集及数据え



理、調査員培り|1及現場隻核等。

毎企監淑1点具 (区 )ネト助 5万元,主要用千分調査対象殉

采調査ネL品 、渭査員ネト助、培り|1利 督早費等,参考林准女口下:

七、朕系方式

咲系人:沈世同 李意 屯活:024-23394820

附件:2019年遅宇省居民健康未未監淑1点具 (区 )抽祥名単

預算安引ト 預算林准 金額 (万元 )

調査犯念品 60 )r/ltx240 (t=14400 tt 1。 44

調査員ネト助 80元 /扮 ×240分=19200元 1.92

培切1督早費 16400元 1.64

合汁 5.00



附件

2019年通宇省居民健康素弄監淑1点具 (区 )抽祥名単

市 区芸 上淑1点 代■ 監淑1点 性反

沈IEl市
鉄西区 049 城市点

新民市 050 水村点

大逹市 沙河口区 051 城市点

鞍山市 鉄末区 052 城市点

近FEl市 i17_rEl具 053 水村点

本浜市 明山区 054 城市点

丹末市 完旬具 055 水村点

菅口市 大石析市 056 水村点

阜新市 大平区 057 城市点

鉄蛉市 昌圏具 058 水村点

朝FEl市 北票市 059 衣村点

萌芦島市 尤港区 060 城市点



附件 6

2019年通宇省青少年姻草流行監測方案

按照国家工生健康委部署,2019年杵在全国疱国内再次俎

須升展青少年畑草流行調査,客規汗介近年末青少年控畑工作

妓果,力今后+1資青少年控畑措施提供依据。

力倣好我省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調査工作,現根据国家工

生健康委亦公斤 《2019年 中国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方案》,tll定

我省監淑1方案。

一、日禄

(一 )了 解青少年吸畑率等畑草流行相美数据。

(二 )分析青少年畑草流行相美影噛因未,提 出有什対性

的建袂措施,カキ1汀控畑IEX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監淑1方法

(― )上淑J対 象

初中利高中在校学生。

(二 )上淑1疱 園

沈rEl市皇姑区わ法庫具、大逹市沙河口区、鞍山市立山区

利海城市、錦州市凌河区利黒山具、こrEl市通rEl具 、鉄蛉市叙

州区、朝rEl市建平具等 10企具 (市 、区)

(二 )釉祥方法

60



各省 (区 、市)接照行IEX区 裁1邊行城多分晨。所有行政区

裁1カ 区的具象単位均祝力城市晨,行 IEX区裁1カ 具或具象市的具

象単位均祝力水村晨。抽祥辻程共分力 3企除段 :

第一除段:以省 (区 、市)力 単位,釆用々人口数量規模

咸レヒ例的整群抽祥方法 (PPS),在各省 (区 、市)随机抽取 10

企監淑1具/区 。

第二隣段:在毎企具/区 内,采用 PPS方法抽取 3所初中、

2所高中
～

1所取高。没有取高的用高中代誉。用千抽祥的学校

包括轄区内所有合初中和高中年象的/Ak立利私立学校,学 生数

小子 40人的学校須羽卜除在抽祥枢外。

第二隣段:双毎所被抽中学校的毎今年象中随机抽取 1企

班象,調査当日班坂中所有在校学生全部参々調査。

(四 )わ祥流程

第一除段的抽祥已由国家控畑亦完成,抽 取我省 10企具

(市 、区)倣力監淑1点 。

碗定監淑1点 后,監淑1点 項目執行机杓負責八教育部日荻取

核監淑1点 轄区内所有合初中
～

高中年家的公立利私立学校名単

及共学生数量 (附件 1),上扱省坂項目執行机杓,省象項目執

行机杓整理后上扱国家控畑亦,由 控畑亦完成第二除段抽祥 ,

日F抽取学校。

碗定抽中学校后,由 監淑1点 Ll■ 集抽中学校班象信息 (附件

2),上扱省象項目執行机杓,省象執行単位久責在抽中的学校



内随机抽取参加調査的班数,井 向控畑亦上扱班象抽祥筆呆信

息表 (附件 3)。

此外,省象項目執行机杓負責及省象教育主管部11荻取本

省 (区 、市)所有学校的初一、初二、初二、高一、高二、高

二、取高一年象、取高二年象利取高三年象的分性別学生恙数

(附件 4),上扱控畑亦,便子数据か杖分析。

(工)上淑1内 容

本次調査使用的同巻包括以下内容:畑草使用、屯子畑使

用、戒畑、二手畑暴露、畑草市1品 荻得和支出、接触畑草片告

和促4肖 、対畑草的恣度和汰沢等情況 (附件 9)。

三、狙奴実施

(一 )国 家象

国家工生健康委規裁1司 久責監淑1工作的俎象実施,キ1定 F「

友監淑1方案,対監淑1工作辻行監督指早。控畑亦負責監淑1工作

技木支持,包括抽祥、反量控+1、 分析調査数据、撲写井提交

調査扱告。

(二)右象

省象工生健康行政部11控畑主管炎室久責本省 (区 、市)

監淑1工作的狙須実施,成立現場調査工作俎,按照国家監淑1方

案俎須調査員培り1,久責現場凋査反量控キ1,牧集、常核井上

扱監淑1数据。省象控畑寺立机杓力省象項目執行机杓,久責完

成具体監淑1任 弁。



(二 )上淑1′点

監淑1点 所在市工生健康行政部日和控畑寺立机杓按照坑一

要求逃行現場調査。

1。現場工作仄伍俎定。各監淑1点根据現場工作需要,俎定現

場工作陳伍 :

(1)久 責人:1名 ,久責現場調査的管理称凋、督早々灰

控。

(2)調査員:2名 ,負責逃行日巻調査。

(3)数据管理貝:1名 ,久責同巻分配、牧集整理、灰控

々提交。

2.調 査前准各。々 被調査単位建立咲系,取得共同意利配合。

准各調査所需用品,FF昴1調 査方案、同巻。

3.升 展現場調査。在調査前釣定調査叶同,俎鉄調査対象填

写同巻。在調査辻程中須注意以下几点:

(1)2名 調査員一俎,碗保在調査対象填写同巻辻程中能

解答其提出的同題 ;

(2)根据省奴項目執行机杓提供的抽祥名単核実抽中的班

象,不能由其他班象代替 ;

(3)調査期日要求所有校方人員不得逃入調査現場 ;

(4)在調査升始前向調査対象滉明調査的目的、主要内容 ,

着重滉明凋査答案没有対錯え分、調査結果保密等事項 ;



(5)在調査結末前泣当栓査同巻填写有元漏項、ギ写利邊

輯借渓,友現同題及叶洵同調査対象 ;

(6)泥永調査完成情況 (附件 5);

(7)完成的調査同巻及叶交分数据管理貝,以防去失。

4。 数据管理。各監淑1点数据管理員負責牧集抽祥信息、回

牧完成的同巻、栓査同巻編褐填写情況井完成反量控十1。 調査

対象的編4由 以下几全部分俎咸 :

監淑1点編■ (附件 10);

学校編■:在抽祥辻程中声生 (附件 1);

学校炎型:初 中力 1,高 中力 2,取高力 3;

年坂編■8~年数力 1,二年坂力 2,三年象力 3;

企人編■:毎企班象内,双 01升始依次編■。

各監淑1点 調査完成后,数据管理貝庄当分炎整理調査同巻

和調査結果坑汁,填写 《監淑1点 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完 成情況

上扱表》(附件 6),上交省坂項目執行机杓。省象項目執行机杓

逃行廣控,分炎整理調査同巻,填写 《省象青少年畑草流行監

淑1完 成情況上扱表》(附件 7),姪省奴工生健康行政部日常核井

蓋章后,由F寄 分控畑亦。各炎上扱信息材料須接照坑一叶同邊

度上扱 (附件 8)。

四、辰量控制

各監淑1点 久責人及数据管理貝対現場調査工作的仝辻程逃

行廣量控+1,包括抽祥信ノき牧集、現場調査、数据管理等,重



点栓査同巻填写情況,友現漏項、眺橘借渓要及吋多H正 。各監

淑1点数据管理貝需対毎夭的同巻牧友邊行泥永,防止同巻去失。

省象項目執行机杓牧集各監淑1点 同巻后,須逃行灰控,径

省象工生健康行政部11常核后再上交控畑亦。

現場調査期日,国家及省奴机杓杵俎須寺家対現場調査逃

行督早,重点栓査同巻及各炎表格的填写情況。

各省 (区 、市)須按照要求杵抽祥辻程中声生的屯子文件

交控畑亦。調査資料由控畑亦負責永入、清理及反債。永入期

日,控畑亦杵対日巻填写情況逃行再次灰控,永入后対各地数

据逃行辺輯栓査。

五、2019年逃度安‖ト

3～4月 :国家 F「 友通知,晩定全国監淑1方案,升晨国家奴

培り||;

4～ 5月 :各省 (区 、市)扱送所有監淑1点 学校名単及学生

人数等信息 ;

5月 :完成全部抽祥;各省 (区 、市)完成監淑1点 工作人員

培り1;

6～7月 :升展現場調査,各省 (区 、市)杵調査同巻等姿

料上交控畑亦 ;

8～ 10月 :数据永入、清理 ;

H～ 12月 :分析数据,完成扱告撰写。

六、琺系人及瑛系方式



咲系人:章建叶 任旭;屯活:15502475980、 15524218460

附件:1.学校信息表

2.抽 中学校班象信息表

3.班象抽祥結果信息表

4.分年数分性男1学 生数量登泥表

5。現場調査完成情況表

6。監淑1点 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完 成情況上根表

7.省 象青少年畑草流行監淑1完 成情況上扱表

8.各坂項目執行机杓需要扱送的信息及叶同表

9.2019年 中国青少年畑草流行調査同巻

10。監淑1点編■

(注 :附件 1‐ 10屯 子版可微信群下載 )



附件 7

2019年通宇省控姻千預工作方案

元畑不境建没、提供戒畑服券、升晨控畑宣特足世界工生

俎須推存的 MPOWER系 夕1政策中有妓的控畑策略内容。針対

我国汗唆的控畑形勢,通辻元畑政府机美冶1建 ,現固元畑工生

健康系坑建没,継数升晨筒短戒畑千預及戒畑 11珍建没,普及

畑草危害相美知沢宣侍,水面lit至1降低人群吸畑率,実現 “健

康中国2030"的哉E8‐ 目林。

一、項目目林

(一 )仝面推逃元畑不境定没。推功元畑政府机美念1建 ,

現固元畑工生健康系坑建没。

(二 )墾象升展筒短戒畑千萩及戒畑 11珍定没。建立健仝

戒畑服弁管理平台,規疱戒畑服弁体系,力 吸畑者提供戒畑服

券。

(三 )か張控畑宣侍教育。普及吸畑和二手畑危害相美知

沢宣侍,提高我国居民畑草危害汰知水平。

二、項目苑曰

在仝省 14企市及所格具 (市 、区)

三、項目任努及要求



(― )仝面推辻え畑不境建渋

仝面落実 2013年 中共中央亦公斤、国弁院亦公斤 《美子頷

早千部帯共在公共場所禁畑有美事項的通知》要求,推劫元畑

政府机美念1定 ,現固元畑工生健康系坑建没,升晨各炎行立元

畑場所冶1建活劫。

推逃升展元畑IEX府机美念1建 。各地元畑政府机美念1定不少

子 10家 ,共 中地市象及以上机美不少子 5家 ,恙込林率不低千

80%(Cl建林准
～

汗分林准兄附件 1)。

現固元畑工生健康系坑を1定 。按照 《国家工生汁生委亦公

斤美子lit一歩カロ張控畑履釣工作的通知》(国 工亦宣侍友〔2014)

8号 )要求,各地各象元畑工生健康系坑覆蓋率込 100%,恙込

林率不低子 70%。

(二 )墾鉄升晨筒短戒畑千預和戒畑「1珍建没

各地所有医院墾象升展筒短戒畑千預 (筒短戒畑千萩方法

兄附件 2)。 各地升展規疱戒畑日珍 1家 (戒畑11珍林准兄附件

3),配各十日珍室、珍庁没各、菊品備各等硬件没施利具有提

供戒畑服券能力的寺取医弁人員。

(二 )か薇桂畑宣待教育

省、市、具各象不1用 元畑 日、二生日等升展形式多祥的控

畑宣侍活劫,毎年不少子 2松。各数+1作控畑宣侍資料,稗炎

不少千 3紳 ,友放覆蓋不少子 1000人 。各坂升展控畑巡晨、巡

琲活劫,活劫覆蓋不少子 100人次。



四、狙奴実施

各象控畑工作主管部日負責仝省控畑千萩的俎須実施利監

督管理。按照項目任券
～

要求,精ノむ俎鉄,カロ張坑等称凋利監

督管理,切実落実各項工作。

五、吋同安劇ト

2019年 4月 -12月 。

六、瑛系方式

咲系人:刊 立ヽ明 任旭;屯活:18524460652,15524218460。

附件:1.元畑政府机美林准
～

汗分林准

2.筒 短戒畑千預方法

3.戒畑日珍林准

4.控畑千預工作基本要求

(注 :附件 1‐4屯子版可双微信群下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