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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健康连云港 2016年度目标任务

为序时推进"健康连云港"建设，圆满完成建设健康连云港行

动计划?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全面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O

根据《建设健康连云港行动计划( 2016-2020) ~总体要求，现
制定 2016年度目标任务。

一、健康教育普及行动

1. 连云港日报社、市广电台成立专门工作组，安排专人负

责策划和宣传报道工作。市广电台开播健康教育养生专栏节目，

每月播出不少于 30次，每月累计播出时长不少于 300分钟。市电
台开通健康教育热线节目，每周 5期，每期时长不低于 25分钟。

《连云港日报》坚持工作日天天开设专栏、周周刊发专版。《苍

梧晚报》每周推出专刊，长期开设健康教育专栏。官方"两微一

端"定期发布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2. 户外大屏及电子屏每周播放健康知识公益广告或宣传标

语。公交车站、 BRT站台、公交车、出租车、公共自行车停放点

等设有宣传载体的场所或交通工具全部开展健康教育公益宣传，

覆盖所有电子屏幕和 50/0的宣传橱窗 o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市交通局、市交通控股集团、市城建控股集团)

3. 组建市县两级健康教育讲师团 O 组织开展"健康教育社区

行、乡村行"活动，活动年内覆盖城市所有社区、农村 300/0行政

村。年内开展"健康教育高校行"活动，每所高校不少于 2次。(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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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单位:市卫计委、团市委)

4. 组织开展全国第 28个爱国卫生月和江苏省第 20个健康教

育宣传月系列活动 O 组织开展"卫生主题宣传日"等各种宣传活

动，年内开展广场宣传不少于 100场。(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5. 编印全市统一的健康教育处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全部

实施双处方制度。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开设健康教育学

校。(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6. 开设"健康连云港大讲堂

为广大市民传授健康知识 O 举办"连云港市健康节"大型惠民活

动 O 开展中医中药全市行系列宣传活动 o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二、健康生活促进行动

7. 开展全民减盐、控油行动，覆盖 300/0的社区(行政村) ，

推广使用健康生活方式工具(控油壶、限盐勺等) 0 (牵头单位:

各县区)

8. 开展"拒绝酒驾与安全同行"系列宣传活动 o (牵头单位:

市公安局)

9. 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全部

建成无烟单位。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开设戒烟门诊。建成

区范围内无烟草广告。(牵头单位:市爱卫办、市教育局)

10. 培养心理咨询师 50名 O 县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监禁

及强制性教育改造场所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人员配备率 1000/0 。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市公安局)

11. 开展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心理干预试点 o (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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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市民政局)

12. 职工人数在 10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配备合格的心理咨

询专业人员 O 大型企业全部设置健康教育场所，管理人员和职工

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知识知晓率、培训率、年度健康体检率达 50%。

(牵头单位:市经信委、市安监局)

三、健康运动倡导行动

13. 制定下发《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 ，乡镇(街

道)完成文体站挂牌。灌南县、海内、|区建成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示范区。(牵头单位:市体育局、各县区)

14. 开展国民体质监测"走社区、进农村"，监测人数 4000人。

启动全民健身大数据库筹建工作。开展科学健身大讲堂 6期 o (牵

头单位:市体育局)

15. 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20期，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3000人次。新成立市级体育专项协会 4家，市级体育协会达到 50

家。新增 "3A"级体育协会 5家以上，推荐 3家体育社团争创 "5A" 0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16. 开展"港城健身大联动活动'\举办全民健身日、社区体

育节、农民体育节、职工运动会、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等全民健

身活动 40项以上?常年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 320/00 ( 牵头

单位:市体育局)

17. 每个市级体育协会每年组织比赛、活动 4项以上，全年

共举办比赛活动达 200项以上。承办省级以上高水平体育赛事 8

项。(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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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开展体育健身券试点?投入 20万元，免费发放民办健身

场所健身券，推动健身人群的普及。(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四、健康人群培育行动

19. 创建健康促进金牌学校 3所，银牌学校 20所，铜牌学校

50所 0 年内举办全市各类球类、田径运动会等青少年体育竞赛 15
项以上。(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20. 每个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掌握两项可以终身锻炼的体育

运动技能。中小学每学期都开展 1-2个主题健康教育，学生健康

教育核心信息知晓率达 900/0。教育部门每年发布在校学生健康评

价报告。(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21. 全市中小学校医或保健老师配备率达 100% 。在校学生
每年健康体检率、建档率 1000/0 。每个县区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

导员 200名，组建慢性病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覆盖 500/0 的社区(行

政村) 0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教育局)

2刀2. 组织开展"健康教育机关行
机关工作人员健身运动项目统计建卡率达 500/00 各级机关全部开

展"工问操"活动O 组织健步走等全市性机关体育活动 4次。年内

所有市直机关和 50% 的县区机关建成无烟单位。(牵头单位:市
级机关工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3. 组织开展"健康教育企业行:'，年内覆盖 100家企业。创
建健康促进企业 5家。市直企业在职职工健康档案建档率、年度

体检率达 90%以上。(牵头单位:市总工会)

24. 开展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巩固提升及创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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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范开展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年内达到

创建标准的 700/0。开展辖区内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干预及监测工

作，发布本地区健康素养监测报告。(牵头单位:各县区)

五、健康场所建设行动

25. 建设以灯光篮球场为主的乡镇(街道)多功能运动场 20

片 O 提档升级行政村篮球场 300片 O 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

各类社会组织内部健身室外场所对外开放率达到 1000/0 ，室内场

所达 50%0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26. 健康小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达 300/0，乡镇卫生院

覆盖率达 100/0。每个县区建成 1个健康主题公园， 5条健康步道。

(牵头单位:各县区)

27. 苍梧绿园、河滨公园建成健康主题公园 O 城市绿道全部

建成健康步道。(牵头单位:市建设局、市城建控股集团)

28. 积极开展"健康家庭"创建活动，普及健康生活知识，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各类健身活动，评选"健

康家庭 "200个。(牵头单位:市妇联)

29. 全面推进健康细胞建设工作，创建健康促进单位 100家。

(牵头单位:市爱卫办)

30. 完成健康科普展示体验馆整体设计工作。(牵头单位:

城建控股集团、市高新区)

六、健康服务提升行动

31. 建成市一院新海新区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门

诊楼主体完工，开工建设市康复医院新院区 o (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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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市民政局)

32. 赣榆区人民医院建成三级综合性医院 O 新增省级示

范基层机构 20个。引进医学博士 10名以上 o (牵头单位:市

卫计委)

33. 推行契约式服务，农村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家庭医生服务比例达 850/0 以上。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750/0 以上，65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率

达 70% 以上。(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34. 全面提升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保障水平，逐步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O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各级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425元/人。增加中药、中成药报

销品种 o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市卫计委)

35. 启动实施 H型高血压与脑卒中防控惠民工程 O 全部实

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O 落实优生优育政策 O 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覆盖率达 900/0 以上 O 免费婚检率达 800/0 以上 O 免费为

2000名适龄儿童开展预防蜗齿治疗 o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36. 大力推进健康养老服务， 20% 的农村敬老院转型升级

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O 推进医养结合，医疗机构开办 1家综

合性养老机构 O 探索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开展中医药特色街

区建设试点 o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卫计委)

附件:建设健康连云港 2016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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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健康连云港 2016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目标任务 实施内容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备注

一、健康教育普及行动

组织市新问媒体及各类宣传媒介全方位开展"健康连云港行动"
|一季度完成

系列宣传，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市委宣传部

报业传媒集团
r 电传媒集团
各有关单位

连 zi;ì往日报村、，IJ 电视台 r&.-v.专门
Tfi 组， 't;jll t 人负责策划和 l宣传
报道|衍。 r\J 电视台川捅他城教台
养生专栏节 11，1手 JH 币 tH不少于 30
次，句 H 累计捕 :1'.II-J1<:不少于 300
分钟。叶1电台刃 .iffi健康教育热线节
目，每周 5期， W朋 11']长不低于 25
分钟。《连云港日 报》略在i工作日
夭夭开设专栏、周用刊发;专版。《苍
梧晚报》每 )tiJ推出专干1]' 长期开设
健康教育专栏。官方"附微 ~~i的"定
期发布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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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连云港日报开设《养生养智养眼》专刊，一周 3个版。交规
推出"健康连云港在行动"、"健康养生今日行"两个专栏，每个工
作日刊发 l朗。
2 、苍梧晚报开设"爱尚健康"专刊，一声JS个版， üJ)liJ二刊出。长
期开设"健康连云港"和"心理健康"专栏。
3、连网开设"健康连云洁'专题频道。连云港发布新浪和i人民网微博
开设"健战连云洁'话题。连云港发布微信开设"健康连云港"栏目，每
周刊发 l朗。客户端上开设"养生"频道，与连同"健康连云洁'频道豆
通。

l、在新闻频道打造具有连云港特色的互动健康养生电视节目，
每周 5期，每期不低于 5分钟。
2、广播开通《健康面对面》、<< 12320健康连云港》等健康热
线节目，每周 5期，每期不低于 25分钟。
3、在电视新问综合频道《港城 365~ 、广播<<1021新闻早高峰》、
传媒网首页常设专栏《健康连云港》或《健康 365~
4、制作"健康连云港"系列公益广告，在电视和广播每天滚动播
出5分钟。
5、通过电视、广播、新周刊和"两微一端"企媒体平台开展城市
健康问题大调查全媒体话题征集活动。
6、开展"健康连云准'主题系列活动: (J) 开展"健康连云眩'主题
公益活动: (2) 联合有关部门，利用港城 365志愿者联盟平台，有
计划开展相关志愿服务活动。

3月底到位，贯穿 1m 委宣传部
全年|报业传媒集团

3月底到位，贯穿|市委宣传部
全年|广电传媒集团



序号 目标任务 F去~ 施 内 台"阳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户外大屏幕、电子条屏播放健康知识公益广告或宣传标语每周 3月底到位，贯穿
市城管局

不低于 2次，每次不低于 l分钟 全年
户外大坝'及电F屏 1#周播放健康知 l、公交车和公交站台条屏、 BRT站台 LED屏每天滚动播出健康
识公益 f itl或宣传标语。公交车站、 教育知识字幕，时间不少于 2分钟。 3月底到位，贯穿
BRT站台、公交车、出租车、公共 2、制做BRT站亭 12块橱窗、公交站台 20块橱窗健康公益宣传广 全年

交通控股集团

2 自行车停放点等设有宣传载体的场 告，全年宣传。
所或交通工具个部开展健康教育.公

出租车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健康教育知识，每夭总播出时间不 3月底到位，贯穿
益宣传，覆盖所有电于屏幕矛 1J5%的 市交通局
宣传橱窗。

低于 10分钟。 全年

jlj~作公共自行车停放点健康公益广告宣传橱窃 20块。
3月底到位，贯穿

城建控股集团
全年

组建市级健康教育讲师团，总人数不少于 60人。 一季度完成 市卫计委

各县区各组建健康教育讲 ~Ifi团，二县及赣榆 l圣不少于 20人，其
一季度完成 市卫计委 平千县k

组建叶dtl 均级1世尿教育讲。llil拙。组 余各区不少于 10人。
织 )T)畏"但!隶教ffJ丰u豆H 、乡村行"

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以讲座、展板宣传、义诊、健康生活方式3 活动，沾 QJ'1' I人nU盖 :lJiX 一巾所有衬l豆、
农村 30呢 f J'政忖 JT) 畏"健康教育高 T 具和l宣传材料发放等为主妥内容的"健康教育丰 U){行、乡村

企f

校行"活动，1过!沂市校不少于2次。 h、高校行活动"，市本级开展活动 150场次以上。三县及赣榆 年内完成 国市委
行县民;

区开展活动 100场次以上，海州、连云开展活动 30场次以上。各
功能区开展活动 10场次以上。

组织开展全|刮到28个爱国卫生月和 开展爱国卫生月和健康教育宣传月宣传活动。 上半年完成
江苏省第 20个健康教育宣传月系列 市体育局

4 活动。组织开展"卫生主题宣传日" 组织开展"世界卫生日\"世界防治结核曰"、"世界爱耳日"、 "fi典 市卫计委 团市委
等各种宣传活动，年内开展广场宣 缺乏病防治日"等主题日广场宣传活动。市本级、三县及赣榆区 年内完成 各县区

传不少于 100场。 各 15场，海州、连云各 10场，功能区各 4场。

编印全市统-的健康教育处方，各
编印全市统一的健康教育处方 上半年完成

5
级各类医疗机构全部实施双处方*~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全部实施双处方制度。 三季度完成 市卫计委
度。二级以|二公寸，医疗机构全部开
设健康教育学校。 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建成院内健康教育学校，固定时间地点 4月份到位，贯穿

开展讲座活动。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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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 标任务 头~ 施 内 骨'*'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开设"健康连云也大讲堂
1、邀请 2-3名国内知名专家乡长连开设健康教育讲座。

i青 2-3 名国内知名专家为广大市民
2、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利用健康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讲座，每月两

6 传授健康知识 c ìj-<;办"连云港市健康 期
年内完成 市卫计委 各县.-l泛

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社区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每月两期。
节"大型息民活动。开展中医中药全

4、下半年联合有关单位举办"连云港市健康节"惠民活动。
市行系列宣传活动。

5、举行中医中药社区行、乡村行宣传活动。

二、健康生活促进行动

开展全民减挝、拧汕 fj"动，覆盖30%
结合健康教育"社区行、乡村行"活动及卫生主题日广场宣传活

7 的社区(行政村) .推广使用健康
动，积极开展减盐、控汕等健康生活方式宣传。

年内完成 各县区
生活方式 TJ~(拧汕 'jt 、限盐勺等)。

l 、开展"五进"宣传活动不少于 60次。
开展"11í绝训勾 Jj安全同行"系列 2、联合电台、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策划"拒绝汹驾与安全同

年内完成 市公安局8
!自{专iIT;t4J。 行"系列专题活动报道不少于 20篇。

3、利用交警官方微 tw微信平台推 i差'信息不少于80条。
3月份出台《连云港市中小学校全面禁烟实施办法 L 在校园内

普及圳市 fli)HIl ìJ!。将级各类医疗 开展吸:阳有害健戚宣传教育活动 υ5 月份完成全市所有 '1' 小学无 年内完成 可I教育局

9
_E!:J二机构、学校升飞:部建成无烟单位。烟学校挂牌。年内开展中小学校园控炯督查不少于 2次。
二级以 1--公在|久疗机构全部开设成

l、开展"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炯门诊。建成 l兰范 14~1内无烟草广告。 上半年完成 市爱卫办
2、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开设戒烟门诊并规范运行。

培养心理咨询 ~ífj50名。 年内完成 市人社局

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参加心理咨询师资学习、培训|、考核:
培养心理咨询师 50名。 l监禁及强 ;IJÚ 县区社区矫正中心至少配备 l名=级以上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专 年内完成 市司法局

10 性教育改造场所专兼职心理健康教 I!H心理咨询师。
育人员配备本 100%。 全市刑事羁押场所配备专兼职心理咨询师 2-3名，行政收押场所

配备专兼职心理咨询师 1-2名，聘请社会兼职心理咨询师不少于 年内完成 市公安局
10名。实现对在押人员心理干预工作 100% 。

11
开展留守儿童、~号巢老人心理干预

开展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年内完成 市卫计委 市民政局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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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标任务 击-走- 施 内 骨R岳、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职工人数在 10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 职工人数在 1000人以上的企业配备合格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
年内完成 市总工会 市安 H~i局

位自己备合格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 设置健康教育场所。

12
大型企业全部设置健康教育场所， 指导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意识，配备合格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
管理人员和职工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对企业负责人和 l职业 E 生管理人员培训不少于 3000人，各用人
知识知 l庞率、培训率、年度健康体 单位组织职工对职业病防治和防护能力培训每季度不少于 1次、

年内完成 市安监局 市总工会

价不达 50%。 休检每年不少于 l次。

三、健康运动倡导行动

制定下发市、县、区《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 =季度完成
市体育局

市政府办公室~I;IJ;t 下发《全民健身计划 各县 l主
13

( 20 16-2020) ~.乡镇(街道)完
j在南县、海州区建成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 三季度完成

淮南县
成立:f本主 J~扫牌。淮南县、海州区建 海州区
成行公共{才、自服务体系示范区。

乡镇(街道)完成文体站挂牌。 年内完成 各县一k

)1展|同民体)91H{i测"走社区，进农 开展国民体质 j~ii~~"走社区，进农村 年内完成

14
村"，\I;~测人数 4000人。启动全民健

市体育局 抖抖 1><.
~大放把!牛草}建-'.11'0 H展科学他 启动全民健身大数据库筹建工作。 年内完成

身大讲堂 6期。 开展科学健身大讲堂 6期。 =季度完成

本办丰1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20期， 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20期，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3000 人
=季度完成

培训机会体育指导员 3000入次。新 次。

15
成立市级体育专项协会 4家，市级体

新成立市级体育专项协会 4家，市级体育协会达到 50家。 =季度完成 市体育局
育协会达到 50家。新增 "3A" 级体育
协会 5家以上，推荐 3家体育社团争

新增 "3A"级体育协会 5家以上，推荐 3家体育社团争创 "5A" 。 =季度完成
创 "5A" 。
开展"港城健身大联动活动"，举办
全民健身日、社区体育节、农民休

开展"港城健身大联动活动"，举办全民健身日、社区体育节、农
市体育局

16
育节、职工运动会、青少年阳光体

民体育节、职工运动会、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等全民健身活动 年内完成
市教育局

育运动等全民健身活动 40项以上，
40项以上，常年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 32%。

市总工会
需年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 各县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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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标任务 实 施 内 ~甘街、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每个市级体育协会每年组织比赛、 每个市级体育协会每年组织比赛、活动 4项以上，全年共举办比
年内完成 市体育局

17 活动 4项以上，全年共举办比赛活动 赛活动达 200项以上。
达200项以上。承办省级以上高水平

承办省级以上高水平体育赛事 8工页。 年内完成 市体育局 各县区
{丰向赛事8J员。
开展体育健身券试点，投入 20万兀，

开展体育健身券试点，投入 20万元，免费发放民办健身场所健18 免费发放民办健身场所健身券，推动 年内完成 市体育局
健身人群的普及。

身券，推动健身人群的普及。

四、健康人群培育行动

创建健康促进金牌学校 3所，银牌学校 20所，铜牌学校 50所。 年内完成 市教育局
各县医
市卫计委

创 it他 I~i促进念牌学校 3所，银牌学 l 、举办市中小学象棋、 1'1柑t、国际象棋、同际跳棋比赛。

校 20所，铜牌学校刊所。年内主 i，;办2、举办中小学篮球比赛，组织海峡附岸小学生篮球邀请赛。
19

个 dJ 各类球类、网径运动会等青少 3、举办中小学车模、航模、元线电测 InJ 比赛。
各县 l泛

'rH、N克赛 15琐以上。 4、举办中小学 E台拳道、排球、健美操、啦啦操、体跤、门球、 年内完成 巾教育局
市体育局

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比赛。
6、举办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市长才不校|司足球联赛、校园足球茹
年1仨 r;!，-qJ

i过个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掌握两项 l、通过课内外体育教学和活动，培养和 l引导学生学习掌握两项
可以终身锻炼的体育运动技能。中 体育运动技能。

20
小学创学期击 111开展 1-2个主题健康 2、在全市中小学开展"拒吸人生第一支烟"、"认识结核病"、"注

年内完成 市教育局 各县区
教育，学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知晓 意食品卫生、谨防病从口入"主题健康教育活动，确保学生 3J页
率达 90%。教育部门每年发布在校 主题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知晓率达 90% 以上。
学生健康评价报告。 3、编印 ((2015年连云港-市学生体质监测蓝皮书》并通报全市。

全市 '11小学校医或保健老师配备率 l、超过 600入中小学配备具有医师资格的校医，低于 600入中小
达 100%。在校学生每年健康体检 学配备专职保健!老师。

21
主丰1、边科i率 100%。每个县区培训健 2、全市中小学生年度健康体检率、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100%。

年内完成 各县区
市教育局

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200名，组建恒性 3、三县三区各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200名。 市卫计委
病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覆盖 50%的社 4、强化慢性病社区管理工作， 50%社区(行政村)组建慢性病
区(行政村)。 自我管理小组。

12



序号 自 标任务 ，头- 施 内 容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组织开展"健康教育机关行"，年内
l、组织开展以健康教育讲座及展板宣传为主的"健康教育机关

覆盖 50%机关。全市机关工作人员
行"，年内覆盖50%机关。

叶l级机关 1委
2、引导机关干部选择适当的健身项目，推进机关工作人员健身

健身运动项目统计建卡率达 50%。
项日统计建卡工作，年内争取完成 70%。

贯穿全年 市机关事务管理 各县区
22 各级机关全部开展"工间操"活动。

3、各级机关全部开展"工间操"活动。组织全市性机关体育活动 4
局

组织健步走等全市性机关体育活动
次。

4次。年内所有市直机关幸 1150%的县
区机关建成无烟单位。 开展控烟宣传，所有市直机关和 150%的县区机关建成无烟单位。 年内完成

市级机关 J:委市
各县区

机关事务官理局
1、组织开展"健康教育企业行3' ，年内覆盖 100家企业。

组织开展"健康教育企业行
2、创建健康促进企业 5家 )i 边过验收。
3、开展全市"职工健身活动月" (8 月份) .组织广播操、排舞、

23
覆盖 100家企业。创建健康促进企业

健身操等展示活动，主 ìf;办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龙舟、 年内完成 市总 J:会
5家 c 巾直企业在职职工健康档案建

棋类等比赛。开展迭健康，为职工之家赠送体育健身器材 10套。f牛牛飞、~l二度体检率达90% 以上。
4、督促检查市直企业在职职工健康档案，年度体检确保达 909岛
以上。

开展|玉|家级慢性病综合|约扫~jJ\ 范区 l、东悔县、赣榆区巩罔捉 Jllï)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不范区创建
J}H\] 捉到及创建活动，规范开展人 成果，年内通过复核评审。
口处 l' ~I失学 id 印j相信息登记管理工 2、i在云县、i往南县，、梅州l圣、这云 l丘启动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

24 竹，年内达到创建标准的 70%。开 示范区创建工作，年内达到创建标准的 70%。 年内完成 各县 l主
展辖区内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干预及 3、=县三区全部开展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干预及 l监测工作，发布
1I~1测工作，发布本地区健康素养监 监测报告，健康素养提 ;}1"1-2个百分点。
ì~~报告。 4、各县区及功能区规范开展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 l信息登记管理工作。

五、健康场所建设行动

建设以灯光篮球场为主的乡镇(街
建设以灯光篮球场为主的乡镇(街道)多功能运动场 20片。提

四季度完成
市体育局

档升级行政村篮球场 300片。 各县区
道)多功能运动场 20片。提档升级

市政府办公案
行政村篮球场 300片。机关、企事业

25
单位、学校及各类社会组织内部俊 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各类社会组织内部健身室外场所对

市体育局

身室外场所对外开放率达到 100%. 外开放率达到 100%. 室内场所达 50%。
四季度完成 市教育局

室内场所达 50%。
市经{言委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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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标任务 ，汝- 施 内 容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健康小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
1、三县及赣榆区各新建 l个健康小屋， 1个健康主题公园， 5条

26
达30% ，乡镇卫生院覆盖率达 10%。

健康步道。 年内完成 各县区
每个县区建成 l个健康主题公园， 5

2、海州区、连云区各新建 2个健康小屋， 5条健康步道。
条健康步道。

苍梧绿园建成健康主题公园 =季度完成 市建设局

27
苍悟绿园、河 i宾公园建成健康主题 河滨公园建成健康主题公园 三季度完成 城过'卡;、!没多、凶
公园。城市绿道全部建成健康步道。

健康步道建设与城市绿道建设同步推进，城市绿道全部建成健
贯穿全年

可1建设局
康步道。 城哇!拉)投先|却

积极开展"他戚家庭"创建活动，普及

2R
健康生活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评选健康家庭 200个。 年内完成 叶1归以
。|导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各类健身活
动，评 j&u健康家庭 "200 个。

创建健康机关、事业单位 5家。
市级机关 l'委
巾机关事务管理局

才与面推进健康细胞建设工作，创建 创建健康医院 5家。 斤1 日计委

29 健康促进单位 100家(包括健康促进 创建健康宾馆或餐饮单位 5家 年内完成 市食药 :~i周
学校)。

市商务局创建健康农贸市场 2家

各县区创建健康社区(村)各 3个，功能区各 l个。 各县区

完成健康科普展不体验馆整体设计
完成健康科普展示体验馆整体设计工作并开工建设。 年内完成

城建控股 fu因
30

工作。 市高新区

六、健康服务提升行动

建成市一院新海新区医院，市妇 建成市一院新海新区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门诊楼主
年内完成 市卫计委幼保健院新院区门诊楼主体完 体完工。31

工，开工建设市康复医院新院

区。 开工建设市康复医院新院区 年内完成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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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 标任务 F失- 施 内 .g岛电 进度安排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赣榆区人民医院建成二级综合 l 、赣榆区人民医院建成二级综合性医院。
32 性医院。新增省级示范基层机构 2、新增省级示范基层机构 20个。 市 E计委

20个。引进医学博士 10名以上。 3、引进医学博士 10名以上。
推行契约式服务，农村开展乡村 l 、农村85%以上的乡镇(含涉农街道)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城市社区卫 城市 85%以上的祖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33
生服务中心开展家庭医生服务 2、推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规范管理和 l务实应用，居民电子健康

年内完成 市 P.ìl 委
比例达 85% 以上。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规范建档率达 75% 以上。
档案建栏 i率达 75% 以上. 65岁以 3、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健康管理率达 70% 以上，做好 65岁以
L老人健康笆'理率达 70% 以上。 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工作。
全面提升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

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政策融合。 年内完成
市委

的保障水平，逐步建立统一的城 市人丰I.J，司

34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

市人社局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财政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425 元/

年内完成 市 ]l.计委 市财政局
助标准挺高到 425 元/人。增加中 人。中药、中成药报销品种增加 10%。

各县区
药、 '11成药报销品种。

)(J7;)J实施 H型向血 Jl~与脑卒中防
l 、启动实施 H型商刷 Jl~与脑卒巾防控惠民工程，年内完成

忆、忠民T.程。全部实施疾病应急
试点工作 U

救助制度。落实优生优育政策。
2、全部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各县区

35 免费与 t 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率
3、落实优生优育政策。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覆盖率达

年内完成 市J~W委
市人社局

达 90% 以上。免费婚检率达 80%
90% 以上。免费婚检率达 80% 以上。

以 i二。免费为 2000 名适龄儿童开
4 、免费为 2000 名适龄儿童开展预防鼠齿治疗。

展预防制齿治疗。
完成 15个农村敬老院转型 ;1 级，空置床位向社会老人开放，具

市发改委 市民政局
大力推进健康养老服务， 20% 的 备向周边村(居)提供助餐、娱乐等养老服务功能。
农村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区域性 l、依托眼科医院新院区及海外|养老护理院建设医养服务项日。

市民政局
36

养老服务中心。推进医养结合， 2、依托赣榆区人民医院建设"医养结合"养老护理院。
年内完成 市发改委 市E计委

医疗机构开办 l家综合性养老机 3、依托市东方医院连云分院及康复科推进医养融合，开放床位
构。探索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开 400张。

赣榆区

展中医药特色街区建设试点。
建成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 35家 年内完成 市发改委 市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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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连云港警备区 O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3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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