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邦州行劫経過委員会文件

鄭健委〔2020〕 2号

健康邦州行動推逆委員会美子印笈

健康鄭州行動2020年工作打刻的通知

各其(市、区)、健康鄭州行功各成員単位,市立有夫都子「:

カ貫徹落莫《鄭州市人民政府夫子印笈健康鄭州行功実

施方案的通知が(鄭政文〔2020〕 59号),深入推逃健康鄭州

行功,現薄く健康鄭州行功2020年工作打刻か印笈給体イ血

清集合兵隊,玖真粗鉄実施。

遠　さ/一干潮

害漢書岳



健康鄭州行動2020年工作打刻

第一部分:整体工作安排

(一)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研究制定健康鄭州行劫推逃委員会工作錮則;印笈成立古

家姿淘委員会、与項行功工作組、加公望等的通知,明桶工作覇

貢;研究制定2020年工作打刻、健康鄭州行功豊洲和考核錮則;

縮笈工作筒撒。

(二)重点挙措

1.研究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粗鉄架杓。

2.軟調各号項行功工作組挙行主題推逃活功。

3.粗鉄培訓和座談,督促指専各去(市) 、区和各有夫

単位部署実施健康鄭州行功。

4.組袋井笈編印健康邦州行功系列宣佑材料。

5.組袋井展典型東側控掘和推「。

6.不定期与妹体遊行淘通,建立完善宣侍的粗鉄机制。

7.建立健康邦州行功官方岡逆手題音程。

8.傲好公介輿情監測与研判工作。

第二部分,各号項行劫重点任免

鵜、健康促遅行劫

(一)工作日柄

1.建立完善市銀健康知現普及行功寺家庫、資源庫。

2.加強健康科普体制机制建設。完善健康科普“丙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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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命名一批市銀健康科普古家,向各級遺吋笈布健康

科普佑播作品,傲好各部口各単位、各級媒体信息共享和咲

功笈布工作。

3.令名一批市銀健康単位(机夫、医院、学校、社区等)、

健康企並、健康家庭等健康錮胞,種板推逃健康城市、健康

促逝去(市、区)建設。

4.全市建戌“三小一,,健康管理服各単位不少子30家。

5.全市二級及以上医痔机杓安全部桂牌成立健康管理

服各中人主

6.井度会市債康管理地券培訓。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7. 《井展2020年鄭州市居民健康素葬豊洲調査工作的

通知か。

8. 《夫子在全市拍手健康促遊“321,,工作模式的通知が。

9.依据省級方案,印笈《刺l悼健康知誤普及行助手項

方案〉。

10. 〈夫子加強2020年制l悼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か。

11. 《夫子明痢2020年健康小屋建設甘刺的通知か。

12. 《夫子在医痔机杓推行“三肺五万,,健康管理服各

模式的通知が。

13.以市愛せ会名又令名市級健康錮胞的文件。

14. 《健康期中l健康促遊行功( 2020-2030年)実施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15.健康知妹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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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傲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普教育。酎合疫情防挫

需要,園袋正桶玖珠新冠病毒、大群防押建淡、冬美場所防

疫指南、防押用品使用等方面知妹技能,制作笈放海抜、宣

佑頁、子規、短祝頻等連合微信、微博、各戸端等冬美平台

佑播的科普戸島。

(2)井展年度健康素米調査。在全市井展健康素葬水

平調査,乗用随机拙梓、整群抽樺、系鎧袖樺等方法遊行拙

祥,対全市併有其(市、区)井展同着調査,了解、豊洲居民

対基本健康知妹和理念、健康生活力式事行為、基本技能3

今方面的掌握,同吋,各其(市、区)完成本地区居民健康

素葬調査。全市居民健康素葬水平迭到21%以上。

(3)草加健康大葬堂。持袋井展“鄭州健康大葬堂,, “中

医名家萌堂,, “名医名家非望,,,椎だ“健康促逃321,,工作

模式,井展健康教育“六逃,,服各(遊床材、家庭、社区、

学校、机夫、企並), 「深井展健康教育知妹萌座,雅子健

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知妹班座品牌形象,カ争全年華九億

度大塊堂3000場。

16.健康管理工作

(1)制定“三合一,,健康小屋建設甘利,加強日常春

草和技木指卓。

(2 )全市二級及以上医痔机杓安全部挫牌成立健康管

理服各中点ら　井按照有夫要求完成科室設置井井展工作,全

面建戌我市三級健康管理体系。

( 3)将常茶化疫情防挫工作鍋八三級健康管理体系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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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歌貢,充分利用健康管理理念井展以新冠肺炎力代表約倍

染病防挫工作。

(4)充分利用高校資源和項目資金,井展全市健康管

理地券培紺提升我市健康管理手並人員能力和水平。

17.以健康(且生)城市、健康促逝去(市、区)建設

力孤手,加強“健康錮胞工程,,建設,遊一歩完善健康錮胞

工程建設椋准,笈拝政府的粗鉄催勢,促遊郭口跡作, 「深

井展健康単位(机夫、医院、学校、社区等)、健康企並、

健康市場、健康家庭創建活功。

二、合理膳食行劫

(一)工作日柄

1.制定示蒲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庁側建椋准,井展示苑健

康食堂和健康餐庁側建。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制定合理膳食行功方案、椋准。

3.制定示蒲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庁側建椋准。

4. 《健康刺l恰理燈食行劫( 2020-2030年)実施方案か。

(三)重点挙措

5.組錬合理膳食吉家制定方案、椋准。

6.組錬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庁神栄人員培訓。

三、全民健身行動

(一)工作日柄

1.固鋸公共体育段施供給,高椋准建設全民健身段施。

2.園袋宇宙樺太体育生活,高尿量井度会民健身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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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3・ 《夫子規蒲鄭州市巧拉松等大型葵専活功的意見が。

4・ 《夫子逃一歩傲好期l悼体育執会等社団粗鉄服各保

障工作的意見か。

5・ 《健康鄭州全民健身行功(2020-2030年)実施方案粉。

(三)重点挙措

6釈放推逝去(市) “丙場三倍,,建段,カ争50%的場停

年底完成建設井投入使用, 30%的場偉完成主体施工, 20%的

場偉完成前期工作,牛虎遊入施工険段。秩板推逃市内各区
“一場一倍"或“間借,,建設,カ争80%的場停年底完成建

設井投入使用, 20%的場侮完成主体施工。

7・建設、更新200各便身路径、 30項健身段施。拡建

50項智能健身段施。建設、升抜放遣使身歩道10条。建設

好期判市民健身中心和北区市民健身中心。完成“十三五,,

期岡社会足球場地改造前建180瑛佳肴。

8.桶保全民健身段施使用安全。

9・継袋井展“仝民健身我参与、体育強市我鴻彩,,カ主

題的樺太体育百項葵事活功、千村百錬衣民体育系列溝助、

快朱家庭系列体育寡事活功。姿常参加体育敏煉人口比例不

偏干39.6%。

10・園袋一介創建日柄,堅持四項創建原則和人項梼准,

全力傲好全国会民返勅使身示蒲城市的創建和車扱工作。

11・逃一歩親蒋全市社会体育指尊貴培訓、申批、東大

和管理工作,穂歩笈展社会体育指草炭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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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推逃市、其体育l鴬、会建設,完善覆蓋城多、規蒲有

序、官有活力的全民健身粗鉄岡格。

13.傲好第五次全国国民体庚測試調査和国民体展性測

器材項目調整工作。健全市、其(区)両級体庚測定与返勅

使身指専社規蒲化建設。桶保剃同居民迭到《国民体庚測定

椋唯が合格以上人口比例不少子92.1%。

四、控姻行動

(一)工作日柄

1.推逃兄畑杯境建設。呪国元畑机夫、兄畑医院、兄畑

学校建設,侶尊兄畑家庭建設。

2.完善公共場所兄畑法規。修訂《刺11市公共場所禁止

吸畑条例か,推功公共場所全面禁畑。

3.加強青少年挫畑工作。充分笈揮学校教育主菜遺作

用,強化青少年挫畑宣借教育。加騒胸章舗倍市場監管,戸

房査処適法向未成年人舗停胸章制品。

4.加強挫畑宣佑教育。持袋井展挫畑系列宣借,種板営

造全社会芙注和参与控畑工作的良好集団。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5.修訂〈鄭州市公共場所禁止吸畑条例が。

6. 《夫子加強兄畑党政机夫的通知が。

7. 《健康鄭州挫畑行功(2020鵜2030年)実施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8.加大挫畑宣佑教育力度。提侶兄畑文化,提商社会文

明程度。秩板利用世界兄畑日、世界心胆日、国陳肺癌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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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生健康主題臼井展挫畑宣借。屯初台、車台、日報、晩撒

傲好禁畑挫畑宣借笈功工作。

9.遊歩提商会面兄畑法規覆蓋人口比例。在全市蒲団内

実現室内公共場所、室内工作場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

煙。秋根拾遺兄畑杯境建設,強化公共場所挫畑監督技法。

10.将胸章危害和二千滴危害等挫畑相英知坊納入中小

学生健康教育堺程,不向未成年入管畑,加強兄畑学校建設。

11.把創建兄畑家庭納入健康錮胞建設内容,勅専家庭

成員不吸畑或主助成畑,教育未成年人不吸畑,吐家人免受

二千滴危害。

12.遊歩建立和完善戒畑服各体系。将端岡患者吸畑史

鍋入到日常「「珍円珍中,推手簡短戒畑干預服各和胸章仮親

疾病珍治。加強対12320互生熱銭等戒畑干預服各的宣停和

推「,使更多吸畑者了解到其在戒畑道程中能荻得的諦助。

13.全面落莫代車隼人民共和国手告法が,加太胸章子牛

監督軌法力度,芦原査火在大介借播媒介、公共場所、公共

交通工具、戸外笈布畑草子告的逼法行為。依法規蒲胸章促

鏑、嬰助等行為。玖真履行胸章挫制植架公釣。

14.禁止向未成年入関倍胸章制品。博通反有夫法律法

規向未成年人出曾胸章的商家、笈有畑草子告的企並和商

家,依法仮親実施咲合徳戒。

15.建立豊洲呼値系銃,定期井展胸章流行調査,了解

掌握畑車使用情況。

五、心理健康促遊行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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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日柄

1.提高郷州市戸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規律服萄率。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 《鄭州市心理健康素葬十条が。

3. 《健康鄭州心理健康促遊行功(2020-2030年)実施

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4.提南刺同市戸垂精神障碍患者的規律服菊率。加大財

政投入,提升医痔保障和敬治救助水平。各去(市、区)根

据慢性病「「珍叔舗政策,切実保障戸垂精神障碍患者敬治救

助併需姿費,傲到古款古用。傲好基本医痔保険、城多居民

大病保障、困唯樺太大病朴充医痔保険、医痔救助、疾病位

急救助、健康扶貧及精神残疾康麦等政策街接和服各丸損。

5.井展社区且生服各中心和多壊せ生院試点工作。村

(社区)全部建立芙愛蒔扶小組,対韓区内已名盤定、桶珍

的戸重精神障碍患者,要建立実行“五位一体,,的監押包保

責任,明痢各自歌貢,落莫管挫措施,加強日常監管,傲好

随坊管理,痢保轄区平喜精神障碍患者元脱管漏管。

六、健康琳境促遅行劫

(一)工作日柄

1.粗鉄井展生活飲用水豊洲工作。不断完善飲用氷水展

性測図集,杓筑強有力的飲水且生健康保障岡。居民飲用水

水魔返杯情況明並改善。

2.大力推逆賊多生活拉坂分芙処理,提侶穂板実施蛙坂

鵜　9　-



分英井及吋清埋,将固体慶売物主功投放到相位的回収地点

及段施中。

3.遊歩建立杯境与健康的調査、豊洲和風隆呼値制度。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4. 《健康鄭州健康杯境促遊行功(2020-2030年)実施

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5.制定社区健康公釣,大力井展萌せ生、樹新風、除隔

オ活功。加強社区基相投施和生窓不境建設,営造段施完各、

整清有序、芙雨宜居、安全和増的社区健康不境。建立固定

的健康宣佑桂、楯密等健康教育督ロ。侶専用人単位充分考

慮労功者健康需要,力男功者提供健康支持性不境

6.完善健康家庭椋准,将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以及体重、

油、盟、糖、血圧、近視等控制情況納入“健康家庭,,評遠

赤准,引専家庭成員主功学オ掌握必要的健康知妹和技能,

店家整清,家庭和睦,提高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7.容常性対公介遊行防央城東、突笈事件位対知妹和技

能約倍播和培訓,学校、医院等人員密集的地方位定期井展

火欠、地震等自然焚書及突笈事件約位急演鋳。

8.推逃健康城市建設。組鋲井展健康社区、健康単位(企

並)、健康学校等健康細胞工程建設工作。建立完善健康城

多豊洲与平伏体系。

9.加騒吉祥奔健康密切神栄的飲用水、空色、土壌等不

境健康影的豊洲寺平仇,井鹿部境汚染与疾病英系、健康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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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預警以及防押干預研究,加強傷害豊洲図集建設,釆取有

数措施預防挫制不境汚染神栄疾病。宣佑“人吉自然和漕共

生,,、 “大人享有健康杯境,哩念,普及不境健康知妹,営造

全社会失心、参与杯境健康的良好集団。

10.加強杯境安全基相投施建設。加太飲用水工程段施

投入、管理和維押,保障飲用水安全。加強城市公共安全基

相投施建設,加太固体庭井物回収段施的投入,加強度奔物

分芙処置管理。加強城多公共消防段施建設和維押管理,合

理規則和建段位急避雉場肺加強圧急物資借各体系建設。

提高企並、医院、学校、大型商場、文体妖赤場所等人員密

集区域防衷抗兜及位対突笈事件的能力。完善医痔机相克障

碍段施。

11.釈放防蒲意外傷害。銑鉄実施交通安全生命防押工

程,提高交通安全技木杯准,加強交通安全隠忠治理,減少

交通傷害事件的笈生。

七、姑幼健康促遅行劫

(一)工作日柄

1.提升如幼健康服各能力。井展其級如幼保健院等級平

常工作,カ争2020年一家其級如幼保健院通遺二級甲等保

健院等級平常。

2.杓筑母嬰安全保障体系。玖真落実母嬰安全五項制

度。井展危毒筆戸如和危重新生)」敬治中心椋准化建設,規

薄井展牽戸知和新生)」死亡平常。拙筆戸如危重症平常作為

平俗和改善戸科服各尿量的有数手段,浄写戸如死亡挫制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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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前移,整体提南我市等戸如危重症敬治水平。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3. 《健康剃帰ヨ幼健康促遊行功( 2020-2030年)実施方案》。

4. 《剃同市)」童健康行功(2020-2025年)実施方案か。

(三)重点挙措

5.持壊親藩実施省重点民生英幸。刃遣齢如女免費井展

一次官頭痛、乳腺癌偏重,完成6万人以上。

6.免費井展預防出生鉄陥戸前締査和新生)」疾病傭杏。

対鯖重出的南風陸軍如遊行免費戸前診断,戸前鯖査覆蓋率

迭到55%以上、新生)」“丙病,,、折カ、 35秤遺佳代闘病、耳

牽基因偏重率迭到90%以上,不断完首筋査机制。

7.強化出生鉄陥防治体系。加快推逃戸前鯖杢与戸前診

断服各体系建設。規則段置戸前偏重和戸前診断服各机杓,

親薄井展牽如外周血胎)」済南DNA戸前鯖査与診断工作。

8.継袋傲好如幼健康相芙項目。重点傲好0-6夢)」量

販保健和視力偏重,鯖査率迭90%以上。規薄井展牽前伏生

健康検査、婚前医学栓杢工作。

八、中小学健康促逆行劫

(一)工作日柄

1.)」童青少年l導、体近視率在2019年的墓相上,カ争降

低l.0今宵分点以上和新笈近視率明並下降。

2.符合要求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珠程井珠率迭100%;中

小学生毎天板内体育活功吋同不少子1小吋。

ー12　臆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3. 《健康鄭州中小学健康促遊行功(2020-2030年)実

施方案が。

(二)重点挙措

4.組袋井展学生体庚健康豊洲和)」童青少年l導、体近視

率豊洲,掌握我市学生体庚七億度現状和笈展変化趨勢,科

学平俗学校体育古里生健康教育工作成数,形成報告,及吋

上扱数措。

5.修訂完善健康学校椋准,持袋井展健康学校建設, 「

深井展邦州市“健康錮胞工程,,建設,規蒲傲好兄畑学校和健

康学校創建工作。

6.強化体育堺和疎外飯煉,桶保中小学生在校吋毎天1

小吋以上体育活功吋阿。以脚光体育大深間活効力孤手,政

避体育教学模式,提高裁市青少年的体庚健康水平,促逃学

生全面笈展。

九、散田健康保所行劫

(一)工作日柄

1.重点行並領域粉坐危害古項治理工作取得明並戌数,

接坐工齢不足五年的労功者新笈坐肺病報告例数占年度報

告患例数的比例実現下降。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制定《刺、I、l市疎通病危害現状調査工作実施方案か。

3.制定《2020年制トl市域並病院治項目工作方案が。

4. 〈健康鄭州蛛並健康保押行功(2020-2030年)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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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5.井展疎並健康宣侍教育和地脊培訓工作。組袋井展

2020年代駅北病防治法か宣借用活功;井展琳並健康宣佑教

育“六逃,,活功;粗鉄四期疎通健康地券加味培訓,甘利培

訓800人。

6.組袋井展坐肺病防治攻堅行功。戸格技照吋同市点落

莫好粉坐危善吉項治理行功、坐肺病患者敬治救助行功、駅

北健康監管技法行功、用人単位主体責任落実行功、防治技

木能力提升行功等5項行功。

7.孔実井展疎通病防治項目工作。制定印笈《鄭州市

2020年取通性坐肺病患者随坊調査工作方案が以及《2020

年鄭州市域並病防治項目工作方案が,按照要求,両杯准完

成駅北病防治項目各項日柄仕分。

8.建立健全疎通病防治技末文控体系,加強疎通病防治

院号追抜木能力和基相投施建設,各去(市、区)至少有1

家医痔且生机相承担本稿区域並健康栓査工作。

十、老年健康促遅行劫

(一)工作日柄

1.制打実施《鄭州市老年健康促遊行功方案が。推功井

展老年健康促逆行功。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 〈健康鄭州老年健康促遊行功(2020-2030年)実施

方案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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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挙措

3.粗鉄井展老年健康宣信用活功。集合健康鄭州系列主

題宣侍活功,多秤形式宣侍、普及老年常兄病、多笈病預防、

侍染病防挫知現。

4.井展医葬集合試点其(市、区)和示蒲机杓創建活劫。

推功実施鄭州市旦健委等5部日仏夫子印友邦州市井展医募

集合成点示蒲其(市、区)和示蒲机杓創建工作方案的通知が。

督革新鄭市、二七区井展医葬集合試点示蒲去(市、区)和

示蒲机杓創建工作。其他去(市、区)指定一介多(鋲、加)

井展医募集合成点,一介双証斉全的医葬集合机柄井展試点

示蒲創建工作。

5.加強全市二級及以上鋳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設。督

促実施鄭州市旦健委等3部「「 《夫子二級及以上鋳合性医院

設立老年医学科的通知が。対全市二級及以上鋳合性医院老

年医学科建設情況遊行凋研摸底,対去(市、区)和市属神

栄医痔机杓老年医学科建設工作落莫情況遊行考核馴欠。

6.加強老年健康与医募集合服各管理。規苑実施鄭州市

且生健康委員会《夫子加強者年健康与医募集合服努管理工

作的通知か。加強老年健康与医葬告合服各管理工作,対去

(市、区)工作井展情況遊行栓査督専,推逃工作落莫。釈

放笈展老年医院、康麦医院、推理院、安手痔押中心等老年

医痔机杓。

7.推逃智慧老年健康服春信息系統建設。加強老年墓相信

息管理、老年健康管理、失能老年人呼値照押、医葬集合信息

一15　-



管理、老齢加工作管理。提升工作数率和服各水平言茜足全市

失能老年人健康葬老信息服余話求。

十一、心脳血管疾病防治行動

(一)工作日柄

1.心肺血管死亡率下降。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 《健康鄭州lし博血管防治行功(2020-2030年か。

3. 《健康鄭州心肺血管防治行功(2020-2030年)考核

方案。

4. 《2020年鄭州市胸卒中危険困素備杢工作実施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5.井度胸卒中危険困素備杢工作。第一臥段:功員険段。

第二附段:実施臥段。第三附段:患鈷評倍険段。

十二、癌症防治行動

(一)工作日柄

1.井展城市病症早珍早治項目、 2020年民生冥専一如女

帝癌傭杏、肺癌早期鯖査項目。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 《健康鄭州病症防治行功(2020-2030年)実施方案〉。

3. 《健康鄭州病症防治行功(2020-2030年)考核方案。

4. 《2020年鄭州市肺癌早期傭査項目工作実施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5.健全肺癌登竜報告制度,研究補足邦州市各去(市、

区)肺癌登竜報告点,完善鄭州市肺癌防治図線。根据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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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登竜制度,井展肺癌登記及患者随坊工作。

6.2020牛虎前完成2020年民生実専一免費力具有鄭州市

戸籍的遺齢如女遊行“丙癌(官頭痛、乳腺癌),,鯖査各6

万人;免費力具有鄭州市戸籍的遺齢(40夢以上)大群遊行

肺癌早期傭杢各5万人。

十三、慢性呼吸系銃疾病防治行劫

(一)工作日柄

1.井展鄭州市(40-75歩)高危大群肺功能検査。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 《健康鄭州慢性呼系銃疾病防治行功(2020鵜2030年)

実施方案が。

3. 《健康鄭州慢性呼系銃疾病防治行功(2020-2030年)〉

考核方案。

(三)重点挙措

4.方案制定

第一険段:制定方案、粗鉄古家耳栓、往来各局委意見

井遊行修改。

第二険段:根据省ヱ健委督専考核方案制定刺11市督尊

者核方案。

第三臥段:根据邦州市督専考核方案遊行考核。

第四険段:患、鈷平伏。

5.井展肺功能栓査

井展刺同市(40-75夢)南危大群肺功能栓杏。 (市重点

民生美事肺癌早期偏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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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糖尿病防治行劫

(一)工作日柄

1・井展糖尿病鯖査工作。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 〈健康細当糖尿病防治行功(2020-2030年)実施方

案が。

3・ 《健康剃当糖尿病防治行劫(2020-2030年)考核方

案が。

(三)重点挙措

4・根据《河南省ヱ生健康委夫子建立河南省糖尿病防治

体系的通知が,成立糖尿病防治古家委員会,完善糖尿病防

治臥伍,遊歩杓建糖尿病防治服各体系。

5・根据河南省旦生健康委制定的“椋准化糖尿病防治惟

床路径,,以及社区糖尿病防治健康教育的方法,粗鉄相夫人

員遊行培訓。

6・井展糖尿病鯖査工作。各社区医痔互生机相対本轄区

内35夢及以上大群定期栓測空腹血糖,井展糖尿病鯖査工

作。

十五、倍染病及地方病防治行劫

(一)工作日柄

1・佑染病報告率大子95%。

2・強化瑛鉄乏病和飲水型魚(申)中毒等地方病縮合防

治,控制都営除重点地方病危害。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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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年鄭州市疫情管理工作l導、崇及2020年工作要

4. 《夫子2020年鄭州市手足口病防挫情況通撒及工作要

5. 《夫子2020年鄭州市狂犬病防挫情況通報及工作要

6. 《夫子2020年鄭州市監事熱防挫情況通報及工作要

求が。

求が。

求が。

求が。

7. 《人禽流感、 SARS等不明原因肺炎豊洲分析及工作要

求が。

8. 《2020年鄭州市瑛鉄乏病豊洲甘利が。

9. 〈2020年邦州市地方性魚中毒豊洲方案か。

10. 《2020年鄭州市飲水型地方性魚中毒挫制平伏方

案か。

11. 《邦州市2020年地方病防治工作打刻が。

12. 《健康鄭州侍染病及地方病防治行功(2020獲2030年)

実施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佑染病:

13.佑染病報告管理和重点佑染病防挫。

14.強化佑染病豊洲,以豊洲数握力支持,科学指寺院

挫工作。

15.健全位急工作机制,規薄井展侍染病突笈公共且生

事件位急処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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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文件規苑揃専現場工作和音専宣侍等。

17.輸入性佑染病性測与防挫。

18.加大技入力度,保証資金供位;提升能力カ主,加

強臥伍建設;健全培訓机制,服各工作需要。

地方病:

19.完成全市地方病防治そ項攻堅行功任委,順利通遺

省級呼値。

20.完成全市`十三五,,地方病防治規則冬期呼伸。

21.按照省、市地方病防控工作意見,加強瑛鉄乏病、

飲水型地方性魚(碑)中毒、水源性高裸等豊洲工作和各病

秤痛惜豊洲。

22.指専登封市完成飲水型地方性魚中毒挫制平俗工

作,井)I噺日通遺省級麦核姶炊。

23.指与党陶市完成水源性高瑛降瑛放水工作,推逃高

蕪村兄妹盛会覆蓋。

24.督専各去(市、区)完成`十三五,,規則冬期自重

呼値和与項攻堅行効目杢呼値,傲好迎接省級呼値各項准各

工作。

25.挙加盟測工作培訓班,遊行各豊洲方案神栄内容的

系銃培訓,痢保豊洲方法統一、技木枕蒲。

26.加強技木指尊号考核呼値,体調解決笈現的画題,

昇進蝶落莫解決。

27. 1導、鈷地方病防挫示蒲去建設的姿捻,井展交流研甘

和学可視摩,建立地方病防挫規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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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乳臭傲好古項攻堅行功和十三五規則冬期去銀白平

和市銀呼値,笈現画題,及吋調整防治策略和防治重点。

29.強化地方病防治知妹的借播,提升樺太防病高塀和

素葬。

十六、公共Ⅱ生体系提升行劫

(一)工作日柄

1.到2020牛虎提清市政府出合健全公共ヱ生皮急管理

体系意見。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起草完成〈完善重大疫情防挫体制机制健全公共且生

皮急管理体系的意見か。

3.完成各其(市、区)政府、市互有夫委局往来意見。

4.扱清市政府召井政府常各会玖,帝政研究賞完善重大

疫情防挫体制机制健全公共旦生皮急管理体系的意見か。

5.執助市政府正式印笈公布《完善重大疫情防挫体制机

制健全公共且生皮急管理体系的意見か。

6. 〈健康鄭州公共且生体系提升行功(2020-2030年)

実施方案が。

(三)重点挙措

7.強化政府領専,加大部口跡作力度。定期向市政府報

告工作速度,不定期粗鉄召井手題会玖,推逃公共且生体系

建設工作。

8.執助市委編み、市笈改委等職能部日,出合疾挫糸鋸

人員編制臥住建段意見,督促其(市、区)政府完成疾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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杓建設項目立項申批工作。

9.将公且体系建設工作列入政府督専内容和健康城市

考核内容,定期或不定期付工作避展情況遊行督専,痢保健

焼却州行功公且体系建投与項工作真正落莫。

(十七)中医萄促遅行劫

(一)工作日柄

1.中医菊治未病、医痔服各、疾病康麦能力逃一歩提升,

中医医院設置治未病科室比例迭35%,多壊せ生院(社区ヱ

生服各中(の提供中医非菊物痔法的比例迭到100%。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制定《健康鄭州中医菊促逆行功実施方案が。

3. 《健康鄭州中医萄促遊行功(2020-2030年)実施方

案が。

(三)重点挙措

4.継鎮推逃社区且生服脊中心、多壊せ生院規蒲建設中

医鋳合服各区(中医偉、国医堂),建成一批“示泥中医佑,, ,

提商社区且生服余輩和村里生掌中医萄服各覆蓋面。

5.持袈推逃鋳合(寺科)医院“国医苑,,建設,井展“国

医苑,,示蒲点呼逃工作,強化中西医執同。

6.持袋挙加《鄭州中医名家非望か,推出名車医塀健康

系列宣佑祝頻,促連中医特融入百姓生活。

7.各去(市、区)、井笈区虐功建設以中医菊文化佑播

和体験力特色的中医萄博物館、展覧偉、中医菊服各体験区

域主題公園、生茶席遺、健康歩道等中医萄宣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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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健康信忠他行劫

(一)工作日柄

1.催化完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加強健康服春信息互咲

互通互玖,推逃医汚せ生机杓信息公井共享和健康楢菜向合

大井放。実現医痔健康与互疎開深度融合,形成“互疎開十

医痔健康,,医痔健康服各体系。建立健全且生徒康行並同格

与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桶保信息和岡絡安全。

(二)払研究制定的支件

2. 《刺、同市且生健康委員会夫子全面位周期同市双向特

珍信息系統的通知が。

3. 《鄭州市且生健康委員会夫子全面位用鄭州市人口死

亡医学証明管理信息系統的通知が。

4. 〈別当l市旦生健康委員会夫子全面位用刺、l、)市家庭医

生釜釣服各管理信息系銃工作的通知〉。

5. 《健康勘当)健康信息他行功(2020葛2030年)実施方

案が。

(三)重点挙措

6.配合市政府遊行鄭州市城市大胸項目中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建設工作。

7.加快推遊全市“互疎開十医痔健康,,建設,加強信息

平台建設,為樺太提供便捷服各。加快推遊“就医一十通’’。

市級公立医院在5月厄前完成,去区級公立医院在2020年

12月厄前完成;井展“珍問交付,,、 “床労鈷算’’服各o其区

級公立医院在2020年12月厄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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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立健全且生健康行並同線与信息安全保障机制,痢

保信息和図集安全。下笈信息和岡格安仝工作要点,加強医

痔且生机杓、互咲図医痔健康服脊平台、智能医好投各以及

夫鍵信息基相投施、数据位用服各的信息防押,戸格落莫信

息安全等級保押制度,定期井展信息安全隠患排杏、豊洲和

預警;粗鉄市属せ生健康単位井展信息寺岡絡安全培訓,井

粗鉄井展信忠寺岡絡安全自重、検査。

健康鄭州行功推逃委員会　　　　　　　2020年7月8日印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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