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来，我区着重做好大健

康层面的政策制定、制度建立、人

员抽调、经费落实、规划编制、人才

培养、综合医改、督查考核等工作，

将健康临安建设纳入党校主题班

次培训内容，协助出台专项组联席

会议、信息报送、考核督查问责、季

度通报等制度。同时，积极推进分

级诊疗、公立医院薪酬等制度改

革，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的投入（含

科技投入），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

增长，减少百姓看病成本。健康临

安办注重顶层设计，着手开展了

《临安区实施公共政策健康影响审

查实施意见（试行）》《健康临安建

设系统评估》《健康临安建设的部

门工作指南》《健康临安 2030 行动

纲要》等规范性文件编制工作，目

前，编制出了初步成果。

我区扎实推进健康临安建设

医院挂号要排队？临安的智慧

医疗 APP 解决了市民现场挂号排

队的问题。自从，智慧医疗 APP 在

中医院上线后，市民只要下载智慧

医疗 APP，或者进入“健康临安”微

信公众号就能实现网上预约挂号。

近日，家住杭州的李女士，通过

APP 给临安城中花园的父母预约了

中医院的专家门诊。“有了 APP 真

是方便了不少，父母一大早去医院

排队挂号，我看着也心疼。”

此外，“双向转诊”也是我区打

造“智慧医疗”的一项便民服务。病

人看病时如果需要去上一级医院，

区级医院的医生当场就能替病人预

约杭州市级医院的专家门诊，各镇

街卫生院也能通过我区的签约服务

系统为病人预约区属医院的门诊号

源和 CT、胃肠镜、超声等检查号源。

近年来，我区积极推进医共体

建设，落实“双下沉、两提升”工作，

深化综合医改，推进医疗服务领域

十项便民举措，完成临安区人民政

府与浙江省人民医院合作建院签约

等工作，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和“一

卡通”，开通自助机、支付宝、微信等

线上线下支付方式，全面推进整体

信息化建设工作。

除了日趋成熟的智慧医疗，我

区积极推进卫生健康类项目建设。

其中区级重点项目 2 个，於潜人民

医院项目完成主体工程的结顶，临

安区中医院迁建项目基础工程正在

建设中，同时统筹推进昌北人民医

院等 10 个其他卫生健康类建设项

目。还编制出台了《开展健康素养促

进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8-
2020 年）》和《提升优质高效健康服

务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在优化健康服务的工作中，相

关部门群策群力。“聚焦示范引领”，

打造立体居家照护体系，建成了 5
家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升

30 家示范型、综合型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其中 28 家获得杭州市四

星级以上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积极开展创建“健康促进学校”活

动。6 所学校申报浙江省健康促进

铜奖学校，4 所学校申报银奖学校。

广泛发动妇女参与健康临安宣传活

动。积极抓救护培训，做好应急技能

普及，共培训 25737 人，成功创建全

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

去年 5 月 6 日，临安半程马拉

松开跑。当天，来自国内外的专业选

手、运动爱好者、市民等，共 2700 余

人参加。起点设在昌化镇，途经滨江

路城中路口、大桥南路、昌文线等，

健康跑终点为河桥古镇，半程马拉

松的终点为湍口镇。

临安的首次半程马拉松跑出了

“临安之美”，临安的生态之美、环境

之美、文明之美、治理之美一展无

余。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半马引来市

民踊跃参加，参跑者来自不同行业，

既有公务员、公司职员，也有普通百

姓，有花甲老者，也有青少年。在全

区营造了临安健康运动的氛围，也

跑出了健康之意，跑出了临安健康

形象，展示了临安健康元素。

而这仅是临安健康运动的起

点，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有更多的

健康运动大事件在临安举办。我区

已取得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摔跤

和跆拳道项目举办权，届时第 19 届

亚运会摔跤和跆拳道项目将放至临

安文体会展中心举办。

此外，我区运动员积极参加各

大运动赛事，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其中，李樟煜是一名残疾人，他在出

征雅加达亚残会时获得 3 金 1 铜，

同时，在代表我省参加全国第十届

残疾人运动会时，又取得了 3 金 2
银且破 1 项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

周锐、李雨宣、章元顺等 30 余名临

安籍运动员代表杭州市参加浙江省

第十六届运动会，夺得金牌 35 枚，

银牌 19 枚，铜牌 14 枚的优异成绩。

因此，我区获评浙江省竞技体育突

出贡献奖。

同时，在体育设施建设方面，全

区完成省级小康村体育提升工程

20 个、多功能运动场 1 个、笼式足

球场 2 个、游泳池 1 个。成功创建村

级体育健身广场 2 个、健身公园 4
个，投放健身器材 40 余套。成功创

建省体育“四提升、四覆盖”工程。

2019 年 1 月 17 日，杭州医学院附属临安人

民医院揭牌。这是临安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的

一件大喜事，意味着临安民生融杭一体化发展迈

出了实质性步伐。临安人民医院迎来了新起点，

临安人民的健康生活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揭牌后，我区将在锦南新城天目医药港建

设新院区。新院区总投资达 17.8 亿元，占地面

积 209 亩，规划床位 1500-2000 张。计划 2019
年动工建设，确保 2022 年投入使用。新院区力

争 5 年创成国内一流，融临床、科研、教学、培

训、康复于一体的高水平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近年来，临安人民医院不断提高医疗质

量、完善医疗设备、提升服务水平，努力为全区

人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此后，杭州

医学院将发挥科研教学团队优势，更好地帮助

临安人民医院提升学科建设、业务技术和管理

服务水平，保障老百姓对医疗健康的需求。

在融杭融城抓民生以推进健康治理方面，

临安始终阔步前行中。杭州医学院附属临安人

民医院揭牌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我区制定了《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临

安区实施细则》，具体落实各类养老金、医保、

救助金、补助金等融杭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深化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

和应急能力，注重健康社会组织培育、职业健

康检查等工作的推进。同时，大力开展“信用临

安”建设，全年累计发布信用红黑名单和老赖

名单 12 次，涉及红名单企业 389 家、黑名单企

业 161 家、老赖 239 名。

此外，全区各部门多次联合开展食品、药

品、农产品的抽查整顿，成功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城市”。创新开展农村法治、自治、德治“三治

融合”建设；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防止登

革热等疫情输入；集中开展道路安全(电动自

行车)治理，提升卫生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合力

巩固“平安临安”建设成果。

今年以来，区健康临安办联合区

直机关工委、卫生健康局、总工会、体

育局共同组织推广工间操活动，倡导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镇街开展工间操，

提高职工身体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据

了解，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内各部门

（设六个点）及卫生健康局、科技局、发

改局、广播电视台、河桥镇、锦北街道、

天目山镇、於潜镇、潜川镇、锦城街道

等单位机关干部，疾控中心、杭州新健

机器人公司（昌化）、杭州科佳新材料

公司（太湖源）等企事业单位职工都已

经常性开展工间操活动。“为保证我区

开展工间操活动的落实，各机关部门、

企事业单位和各镇街通过成立本单位

工间操活动领导小组，制定本单位开

展工间操活动制度，明确工间操的责

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落实人员、地

点、时间、内容。”区健康临安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

工间操仅是传播引导的健康生活

方式之一。同时，着力打造“学习型”城

市建设。2018 新建图书馆少儿分馆和

1 个 24 小时城市书房。围绕“未成年

人读书节”、“全民阅读月”主题开展启

动仪式 2 场；举办公益展览 21 场次、

讲座 19 场、培训 8 次。

此外，各部门联动，共建健康临

安。截至目前，建成农村文化礼堂 187
个。全区开展健康科普宣讲 200 余次、

健康教育培训活动 387 次、文体活动

945 次、便民服务活动 830 次、民俗礼

仪活动 280 次、评比活动 98 次、议事

活动 369 次。建立各类妇女服务队伍

共 300 余支，开展“城中村改造”“国卫

复评”“三改一拆”“预防登革热”等各

类志愿整治活动 500 余场次，参与人

数达 20000 万余人。

据悉，新闻媒体等部门全年持续

报道健康临安建设工作推进情况，助

力健康临安打造，开设广播电视健康

类专栏节目 5 个、报纸健康类专栏 2
个。积极推进吴越国王陵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规划建设等项目，推进上田村

健康示范村建设。

多部门联合组织全区机关干部、

各中小学青少年“礼让斑马线”志愿

服务体验活动 100 余场次。前期还征

集 60 余幅健康临安建设主题的书画

作品参加 2018 年健康临安建设优秀

作品巡展。更值得一提的是，健康临

安办抖音号获得百万粉丝关注，荣获

“2018 年全国最具影响力民生抖音

号”。

2019 年 1 月 11 日，临安召开

健康浙江暨健康杭州建设考核培

训会议。据悉，截至目前，我区已创

建成功健康细胞 19 个。其中，杭州

市级健康单位 1 个，杭州市级健康

促进学校 2 个，杭州市级健康促进

医院 1 个，杭州市级无烟单位 15
个。此外，已申报杭州市级健康企

业 2 个。一年以来，全面推进健康

临安建设工作，各部门、镇街将健

康元素、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融入

到临安各项建设中，为美丽幸福新

临安建设添砖加瓦。其中，锦城街

道等主城区街道积极投身国家卫

生城市的复评工作之中；昌化镇等

8 个镇街的小城镇通过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实现了环境的美丽蝶变；玲

珑街道、於潜镇等镇街结合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大力推进健康

公园、健康步道、健康支持性环境

建设；锦北街道制作了 4000 余米

的大健康墙体彩绘；板桥镇上田村

精心打造全区健康示范村；高虹镇

积极打造心理健康主题公园，天目

山镇久颐、湍口镇樟颐等养老驿站

已投入试用。将健康临安建设与

“拆”“改”“整”、“治”“美”“创”等中

心工作紧密结合，将健康元素融入

城镇环境，村落景区，开展公共场

所卫生、市容市貌、食品卫生等专

项整治。治气治霾、五废共治、五水

共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分类

处理等工作推进良好。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区已通

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成功创建国

家级卫生镇 9 个、省级卫生镇 4
个。厕所革命顺利完成，其中城区

新建 5 座公厕，改建 5 座公厕，旅

游景区新建 11 座厕所任务已全部

完成并对外开放，农村公厕新建、

改造 607 座。此外，14 个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通过验收，苕溪南

北街绿地和健康示范一条街建设

快速推进。同时，在小城镇、村落景

区、美丽公路等美丽临安元素蝶变

之际，我区还打造出了“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中的“临安样本”。

近年来，临安在发展健康产业

上做足了文章。谋划全区产业布

局，多措并举构建产业发展网络。

首先，制定出台《临安区健康产业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明确三大重点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养生养老产业、生态旅游产业，实

施五大重点工程生物医药产业、体

育运动产业、养生养老产业、健康

服务产业、休闲旅游产业，构建

“医、养、研、产”四位一体的发展模

式。其次，编制载体清单，编写了

《健康产业重点项目库》和《健康产

业重点企业名录》，目前项目库包

含 24 个产业重点平台及项目，企

业名录收录了 82 家规模以上企

业。

推进示范培育也是完善健康

产业的工作之一。青山湖科技城狮

山公园健康主题公园、颐养小镇

3A 景区、青山湖绿道等示范点建

设得到推进，创建年俗游、休闲游、

养老游等各类旅游示范路线十余

条。於潜中学生命体验馆被成功认

定为省级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此外，健康产业项目扎实推进。截

至去年 12 月底，已完成投资 48.09

亿元，杭州医学院、青山湖绿道二

期已竣工投用，临安区博物馆开

馆，浙西户外大本营一期进入试运

营阶段。

在临安 享健康

共建共享抓提升优化健康服务

普及普惠抓履职 提升健康水平

融杭融城抓民生推进健康治理 传播传导抓引领 普及健康生活

借势借力抓结合 建设健康环境

做大做强抓短板发展健康产业

建章建制抓落实完善健康保障

如果要给临安的 选一个修饰定语，那么，健康是其中之一。这一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健康浙江、健康杭州战略和全面实施健康临安建设的深化之年。

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在民主党派人士献智献策下，健康临安建设以“保障和促进人的健康”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一年，“健康优先发展”

战略在临安得到稳步实施，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阴 文/记者 王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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