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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委、人民政府，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驻连部省属单位:

《连云港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连云港市委办公室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4 月 29 日



连云港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2014 版)}}(全爱卫发 (2014)

3 号)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

理念，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卫生水平、增强居民健康

意识、建设美丽连云港为宗旨，以"块块为主、分级负责、标本

兼治、总体推进、全民参与、全面达标"为原则，强力推进城市

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加强城市卫生长效管理，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大力优化城市环境，全面提升城市形象。

二、工作目标

以建设健康连云港为中心，以提升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的各类硬件基础设施为重点，以治理环境卫生"脏乱差"为切

入点，以建设美丽、宜居、健康、生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出发

点，科学创建、依法创建、为民创建、协同创建，围绕便民、利

民、惠民，强力组织推进，着力突破关键环节，促进城市建设、

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面貌的全面提升，确保 2017 年全面建成国

家卫生城市，实现建设"最干净的城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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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步骤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全面启动( 2016年 4-5 月上旬)

1. 成立高层次强有力的创卫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专业工

作组。明确建成区范围，分解落实创卫目标任务，建立创卫问责

机制。市委、市政府召开创卫大会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各区、各

部门完成创卫动员，成立相应的指挥机构和工作机构。

2. 广泛开展创卫工作宣传，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3. 各区、各部门全面排查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和薄弱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有效的保障措施，

形成块块领导、部门负责、全民参与、上下联动、攻坚克难、整

体推进的创卫氛围。

4. 市政府向省爱卫会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申请，争取支

持，邀请省创卫专家对我市进行调研，各条线分别邀请专家进行

创卫标准专项培训，开展创卫申报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

第二阶段:集中整治( 2016年 5 月中旬 -6 月底)

1. 围绕创卫标准要求，针对存在突出问题，全面实施创卫"十

、大工程"，并强化督查，确保城市面貌显著改观，建成区范围内

无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马路市场、违章搭建基本清理完毕，"脏

乱差"现象得到全面整治，基本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2. 分期分批邀请省创卫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并按照专家意

见进行全面整改提高。

3. 确保通过省级暗访、调研、技术评估、现场考核等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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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由省爱卫会向国家爱卫会进行申报。

4. 收集整理并完成创卫申报资料。

第二阶段:巩固提高( 2016 年 7 月一2017 年 12 月)

1. 不断巩固发展创建成果，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建立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机制。做好接受国家爱卫会暗访、调研和

考核的各项准备工作。

2. 不定期邀请国家创卫专家进行暗访指导，针对反馈意见
查遗补缺，全面提升城市卫生长效管理水平。

3. 组织创卫模拟检查，针对薄弱环节整改到位，确保通过

国家暗访，接受全国爱卫办技术评估。

4. 建立健全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做好接受全国爱卫会组织的

综合评审准备工作，确保通过考核评审，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命名。

四、工作任务

针对目前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薄弱

环节，主要抓好"十大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一)创卫氛围营造和市民素养提升工程

1. 制定创卫宣传氛围营造和市民素养提升专项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责任主体:市委宣传部)

2. 各级政府网站开设创建专栏，在网站首页设置创卫宣传

标语和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建成区范围内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

制作 2 块以上、大小不低于 2 平方米的美观并相对固定的健康教

育宣传栏。各街道办事处(乡镇)均要在其辖区范围内主要路口、

繁华路段设置 1-2块大型创卫宣传牌。组织协调辖区范围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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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码头、机场、商场、医院、机关等设立电子显示屏的单位每

天滚动播放创卫宣传标语。城区内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果皮

箱等处均设立统一、规范的创卫宣传标语。高速公路出口设置大

型创卫宣传牌。(责任主体: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市经信

委、市交通局、市交通控股集团)

3. 在城区范围内申请设置的各类广告中有 20%的创卫和健

康教育公益广告。在城区主要干道设置一定比例有关创卫的广告

灯箱。(责任主体:市城管局)

4. 在天气预报栏目中制作创卫和健康知识宣传字幕。(责

任主体:市气象局)

5. 在报纸、电台、电视台适当栏目中开设"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和"健康教育"专栏，每周至少一次。(责任主体:连云港日

报社、市广电台)

6. 单位网站首页和电子显示屏上设置创卫宣传标语，单位

内部或外墙悬挂创卫宣传标语，刊播创卫基础知识和创建活动情

况。(责任主体:各部委办局)

7. 在沿路电子屏幕、交通安全宣传栏及道路隔离栏设置创

卫宣传标语或内容。(责任主体:市交通控股集团、市公安局、

市城建控股集团)

8. 市属各医疗卫生单位门诊、病房等处设立固定、美观的

健康教育宣传栏，每两月更换一次内容。楼面或围墙均设立固定、

规范、美观的创卫宣传标语。(责任主体:市卫计委)

9. 各物管小区的电子显示屏每天滚动播出创卫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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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区出入口悬挂创卫横幅标语。(责任主体:市住房局)

10. 公交车站(台)要制作张贴创卫宣传公益广告或套印标

语，公交车、出租车均要张贴统一美观的创卫宣传标语。公交车

内电子显示屏每天滚动播放创卫宣传标语。(责任主体:市交通

局、市交通控股集团)

11. 移动、电信、联通通过短信平台发送创卫宣传短信，传

播创卫知识，每月至少一次。(责任主体:市经信委)

12. 每个建筑工地、拆迁工地、储备土地在其围墙墙面设置

张贴创卫宣传标语或健康知识。(责任主体:市建设局、市城管

局、市国土局)

13. 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内均设立固定的创卫宣传栏，

定期更新内容，学校围墙墙面均设立固定、规范、美观的创卫宣

传标语。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提高学生健康知识知

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责任主体:市教育局)

14. 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

育，推进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不断提升市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积极推进健康连云港建设，建立健全全市

各级健康教育机构和网络。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卫生事业发展规划要求。认真履行世界卫

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大力开展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活动，

禁止烟草广告，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禁

止吸烟警语和标识。健全市民卫生问题投诉平台，畅通群众投诉

渠道，及时解决或答复市民对城市管理、建设、卫生等投诉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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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落实工作场所工

间操制度。(责任主体:各部委办局)

牵头领导:滕雯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完成时限: 2016 年 5 月 20 日前

(二)创卫硬件设施项目建设整治达标工程

1. 开展公共厕所达标整治活动，完成建成区范围内所有一

类、二类、三类公厕的刷新、维修工作;完成建成区范围内所有

一般水厕所的提档升级、改造、维修、刷新工作;采取拆除、新

建、改建等措施，取消建成区范围内所有公共旱厕和居民旱厕。

完成建成区范围内所有敞开式垃圾池新建、改建或撤池换桶的任

务。更换建成区范围内公共场所及居民小区所有破损垃圾桶。建

成区内所有垃我收集容器配置齐全、密闭。完成城中村所有道路

及下水道、公共旱厕及户旱厕、敞开式垃圾池、生活污水进入污

水处理厂等创卫必查项目硬件设施建设。(责任主体:市城管局、

市建设局、市住房局、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2. 确保 2016 年 5 月底罗阳垃圾无害化处理填埋场正常运行，

完成钓鱼山垃级无害化处理填埋场封场前期所有准备工作;确保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 (责任主体:市城管局)

3. 完成建成区所有小街小巷的新建、改造、维修任务。确

保城市道路平坦、完好，便于通行。全面修复路面出现的坑凹、

碎裂、隆起、溢水等情况。城市道路坡道、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畅

通、完好，道缘石整齐、无缺损。道路上设置的井(箱)盖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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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齐全、完好、正位，无缺损，不堵塞。交通护栏、隔离墩经常

清洗、维护，路面上的各类井盖及时加固、更换、归位和补齐。

加快东港污水处理厂建设，提标改造大浦、墟沟污水处理厂，确

保生活污水处理率三 85%. (责任主体:市建设局、市城管局、

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牵头领导:尹哲强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市城管局

完成时限: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三)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1. 依据《城市容貌标准》制定市容环境卫生专项达标整治

方案并组织实施。整治重点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乱设摊点、

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停乱放"等现象。对早、夜

市饮食摊点、疏导点要合理规划、规范管理。城区主要街道两侧

建筑物整洁美观，外立面无明显污迹、无残损、无乱张贴、乱吊

挂堆放等现象;户外广告、牌匾规范，按照要求设置，无破损、

残缺等;沿街单位"门前四包"等责任制落实，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到位，整洁有序，市容环境卫生达到《城市容貌标准》要求。(责

任主体: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2. 制定建筑工地管理专项达标整治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
建筑工地管理符合《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要求。待建

工地管理到位，规范围挡，无乱倒垃我和乱搭乱建现象。(责任

主体:市建设局、市国土局、市城管局)

3. 加强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影响交通现象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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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市公安局、市城管局)

4. 城市功能照明完善，城市道路装灯率达到 100%. (责任

主体:市建设局)

5. 加强建成区废旧物资回收的审批、监督和管理，废旧物

资回收单位无占道经营、无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现象。(责任主体:

市商务局、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牵头领导:吴以桥、尹哲强、王永生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市公安局

完成时限: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
(四)环境整洁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以治脏为突破口，在对建成区范围内"脏乱差"地点进行全面

排查摸底的基础上，组织专业队伍、机关人员、广大群众分片包

干，重点清除道路两侧、铁路沿线、小街小巷、居民小区、城中

村、城郊结合部、拆迁地块、房前屋后等地点积存暴露的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白色污染、各类废弃物及卫生死角。要采取有效

措施强化日常管理、规范垃圾密闭贮存运输、确保垃圾日产日清，

建立渣土运输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

理，餐厨垃圾初步实现分类处理和管理。(责任主体:各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市城管局)

牵头领导:尹哲强、徐家保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食药监局

完成时限: 2016年 5 月 31 日前
(五)"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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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工作。小餐饮店、小食品店、

小浴室、小美容美发室、小歌舞厅、小旅馆等"六小"行业及食品

生产、储存、加工、销售单位的活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规定，硬件设施达到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各生产经营单位内外环

境达到各行业卫生要求;单位持有效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效健

康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亮证经营;"六小"行业的餐饮

业全面实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并公示;机关、

学校等单位和建筑工地食堂的管理达到卫生标准要求。(责任主

体: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牵头领导:董春科、徐家保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市食药监局、市教育局

完成时限: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

(六)菜市场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继续开展菜市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作，给排水设施、环卫

设施齐全，设置符合卫生标准要求;市场内公厕改造升级为二类

标准;有活禽销售的市场设立相对独立的区域，污物(水)处置

和消毒设施完善，实行隔离宰杀，落实定期休市和清洗消毒制度，

对废弃物实施规范处理，保持环境清洁卫生;加强市场规范管理，

设有专门的卫生管理组织并建立健全各项卫生管理制度;每个菜

市场均建立蔬菜农药现场检测室并正常开展监管和检测工作;商

品划行归市，标志明显，摊位证照齐全，亮证经营，摆放整齐，

无占道经营;经营食品的摊位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从业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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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良好;菜市场四周无马路市场;市场内无违禁野生动物销售;

70%以上市场达到《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服务管理规范》要求。

(责任主体: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市城管局、

市农贸市场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牵头领导:吴以桥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完成时限: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

(七)全面开展社区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社区及物管小区爱卫会组织和制度健全，台帐资料齐全规

范;社区、旧小区及物管小区内道路硬化平坦，环卫设施齐全符

合标准规范，公共厕所符合要求，数量达标，无旱厕;垃圾日产

日清，无垃圾暴露、无卫生死角、无违章建筑、无毁绿种菜、无

乱贴乱画;饲养宠物和鸟类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街巷两侧和干

道两旁无乱设摊点和占道经营现象，禁止利用违章建筑开展经营

活动;居民区和住宅小区内，经批准设置的临时摊点群不得影响

交通、市容和环境卫生，不得占道经营;社区内"六小"行业基本

达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房屋、设施、人员资质符合规范要求。

(责任主体: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市住房局、市城管局)

牵头领导:尹哲强

牵头单位:市住房局

完成时限: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

(八)除"四害"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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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连政办传 0013 J 17 号)规
定的职责分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除"四害"工作方案，落

实专(兼)职人员，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网络，并自行购置

准备消杀药品器械进行"四害"灭杀工作。各单位和重点场所的门

窗、下水道、地沟及通风口、空调线洞等处，均要安装防灭鼠设

施( 50 公分高挡鼠板、鼠夹、鼠笼、粘鼠板、毒饵站等) ，各

区新建灭鼠毒饵站不少于 20000 个。重点单位要做好防蝇设施
(纱门、纱窗、风帘、灭蝇灯、熟食品摊位防蝇防尘罩等)的设

置完善工作。重点加强宾馆饭店、食品生产经营和粮食贮存单位、

公共场所、居民小区以及河湖坑塘沟渠等场所蚊、蝇、鼠、蜡蝉

的处理与消杀工作。 5 月份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集中消杀工作，

建成区鼠、蚊、蝇、蜂蝉的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标准 C级要求，确保 5 月底前通过省"灭蚊、灭蝇、灭鼠、灭蜡"

先进市复核评审。(责任主体: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市各

部委办局)

牵头领导:董春科

牵头单位:市爱卫办

完成时限: 2016年 5 月 31 日前
(九)碧水蓝天打造工程

1.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或空气污染指数 (API) 不超

过 100 的天数 >300 天，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均值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秸轩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三 60
分贝;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质达标率 100%，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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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达标率 100%。城区内 71<-环境功能区达到要求，未划定功能

区的无劣五类水体。(责任主体:市环保局、市农委、市农机局、

市水利局、市建设局)

2. 无医疗机构自行处置医疗废物情况;医源性污水的处理

排放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责任主体:市卫计委、各区政府、功

能区管委会)

3. 建立健全建成区范围内公共水环境卫生管理组织和制度，

落实人员对河道、涧沟定时清捞、保洁。市区河道、涧沟水域水

面清洁，无漂浮垃圾，河道、涧沟两岸岸坡清洁，无"五乱" (乱

排污水、乱倒垃圾、乱堆杂物、乱建棚屋、乱开店铺)等现象。

(责任主体:市水利局、各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市建设局)

4. 市政供水、自备供水、居民小区直饮水管理规范，供水

单位有卫生许可证。二次供水符合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的标准要求。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出厂水、管网末梢水、小区直

饮水的水质检测指标达到标准要求。(责任主体:市建设局、市

卫计委)

牵头领导:董春科、尹哲强、吴海云、徐家保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市水利局、市建设局、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 2016年 5 月 31 日前
(十)域中村及城乡结合部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有健全的卫生保洁人员和制度，配备专

人负责卫生保洁;环卫设施齐全、布局合理，垃圾密闭收集运输，

日产日清，清运率 100%; 有污水排放设施;公厕数量达标无旱

一-13一-



厕，符合卫生要求，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达到 100%; 路面硬化平整;无非法小广告，无乱搭乱建、乱堆

乱摆、乱停乱放、乱贴乱画、乱扔乱倒现象;无违规饲养畜禽，

农副产品市场和"六小"行业管理符合有关规定。(责任主体:各

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牵头领导:尹哲强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完成时限: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为切实加强对全市创卫工作的

组织领导，市成立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总指挥的创建指挥部，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任创建办主任，从相关部委办局抽调 15 人左

右，带职离岗集中开展创卫工作。实行市领导"包线定点"工作体

制，每位市领导不仅负责分管条线的创建达标工作，同时负责督

查一个区的创建达标工作。各地区、各部门也要成立或调整相应

机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分管领导责任制，并抽调精兵强将，

组建专门整治行动工作班子，保证人力、物力投入。

(二)细化目标，落实责任。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属地

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根据"十大专项整治达标工程"

的要求，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创卫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

具体实施行动计划，将整治任务、标准要求和各整治项目层层分

解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照序时进度真抓实干、扎实推进。要

根据创卫目标任务签订责任书并按要求逐级落实，在全市上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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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有人管的工作局面。要充分调动街道办事处、

社区和驻区单位创建工作的积极性，搞好责任区段的综合协调和

监督检查。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创卫工

作献策献力，积极参与到创卫活动中来，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

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主力军。

(三)深入宣传，强化监督。各地、各部门在按照"创卫氛

围营造和市民素养提升工程"完成各自创卫宣传任务的同时，要

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卫生意识、

健康意识、环境意识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参与意识，努力营造

"人人关心创卫、人人参与创卫"的良好氛围。各新闻媒体要积

极开展经常性的创卫宣传报道，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创卫工

作的目的、意义，增强责任心和紧迫感。要充分发挥执法监督、

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

(四)层层培训，科学管理。市将对各地、各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进行创卫业务培训。各地、各部门要分别对各单位、各社区

(村7 专兼职人员以及各行业的管理人员进行创卫专业培训，提
高各个层面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善于运用科技手段，加强信

息交流，进行科学管理。要注重抓好各行各业的创卫达标示范点，

充分发挥示范单位的示范作用。各地、各部门在各项创卫达标整

治过程中既要有短期工作成效，又要建立完善科学的管理机制，

实现城市卫生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五)依法创卫，长效管理。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

卫生法规，充分发挥城管、卫生、工商、公安、食监等专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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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队伍的作用，推行联合执法，通过巡查、抽查、大检查、单

项和联合执法，抓住管理源头，提高管理成效。要把督查工作作

为推进创卫工作落实的有力抓手，经常性督查、跟踪性督查和阶

段性督查相结合，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创卫督查。要坚持有计划、

有重点地进行明查暗访，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落实。要处理好"治

标"与"治本"的关系，解决好以突击整治代替日常管理的问题，

以整治促建设、以建设促管理、以管理促规范，建立健全管理规

范、运作高效的长效机制，推动城市卫生管理工作由粗放型向精

细化转变，走上常态化、法制化的轨道。要不断巩固创卫成果，

以实际行动和效果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中共连云港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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