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袁我县卫生健康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上
级部门精心指导下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改
革发展工作袁做到两手抓尧两不误袁各项工作均得到有效落实遥
新冠肺炎疫情保持野零发病尧零感染尧零输入冶袁县妇幼保健院投
入运行袁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即将建成运行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考评位居全省前列袁国家卫生县城顺利通过复评遥

回眸’2020
历经考验，成果丰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精准化常态化开展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关于疫情防控系列部署袁 慎终如始抓实
抓细野外防输入尧内防反弹冶野人物同防冶等防控举措袁不断巩固防控成果遥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阵地遥 充分发挥医疗机构野哨点冶作用袁坚持院感
野零发生冶底线袁严格规范发热门诊尧预检分诊流程制度袁全年拉网式尧全覆
盖督查指导 20 多轮次袁发热门诊筛查 1.45 万人次袁四类人员核酸野应检
尽检冶10.31 万人次袁野愿检尽检冶7425 人次遥 从严选派 15 名医疗队员支援
武汉抗野疫冶遥 突出抓好重点环节防控袁精准落实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尧境外
返射人员健康管控遥 全年流行病学调查 3165 人次尧核酸检测 5118 人次尧
集中医学观察 443 人次尧医院留观 58 人次遥 定期开展专项督导尧专题培
训尧专业宣传尧专家研判遥 参与 56 个交通卡口和高速服务区健康检查曰遴
选 147?名卫生指导员驻点指导学校防控曰开展农贸市场及冷冻食品相关
企业专项监测 14 轮次袁新建县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袁做到野逢进必
检冶野逢进即检冶遥 高效落实中高考等重大活动尧重要会议应急保障 13 次遥

抓紧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遥 细化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紧急处置
预案袁高效应对北京尧青岛尧大连等地散发疫情遥建成运行核酸检测实验室
3 个袁日检测量达 5000 人份袁核酸检测能力全面提升遥 配齐配优流行病学
调查尧环境消杀尧核酸检测和心理健康服务 4 支尧216 名专业队伍袁全覆
盖尧层次培训医务人员 200 余次尧2 万余人次遥 防疫物资储备尧隔离场所储
备尧冠疫苗紧急使用等工作有效落实遥 争取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1.69 亿元袁
省级相关部门设施设备扶持资金 1145 万元袁新增实施县医院新院区基础
建设提升尧县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 13 项基础建设项目遥

医疗卫生机构基础建设持续推进

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有序落实遥县人民医院新院区按期推进渊总投
入 25.4 亿元袁规划床位 2000 张冤袁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袁计划明年 6 月份正
式运行遥 投入 2540 万元袁全面实施县中医院综合改造袁预计明年 3 月份完
成竣工遥 县疾控中心整体搬迁新址袁进一步提升疾病防控专业能力遥 县妇
幼保健院总投入 5.1 亿元袁规划床位 300 张袁已建成对外运行遥 9 月份以
来袁高质量接受全市重大项目野家家到冶观摩尧全省妇幼健康工作现场推进
会观摩等活动 20 余次袁得到省尧市充分肯定遥

基层卫生建设亮点纷呈遥国家野优质服务基层行冶活动成效明显袁镇卫
生院野推荐标准冶达到 7 家袁数全市前列遥创成省级社区医院 3 家遥临海尧盘
湾中心卫生院分别创成二级综合医院尧二级中西医结合医院遥市级基层特
色科室新增 6 个遥 投入 1270 万元袁新建海通综合服务楼袁提档升级通洋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 9 家遥18 家基层卫生院 CT 配置实现全覆盖袁装备水平全
市领先遥 平稳改革农场医院袁实行一体化管理袁改革后农场医院效益大幅
提升袁得到市政府充分肯定遥

公共卫生计生服务扎实开展

基本公卫服务持续做优遥基本公卫服务项目代表全市接受省级考评袁
结果位居全省前列遥 家庭医生全年签约服务 29.41 万人袁全面落实易肇事
肇祸精神障碍患者 375 人管控袁甲尧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76.15/10 万袁
持续处于全市较低水平袁新增三级标准的儿童预防接种门诊 1 个袁扎实开
展新冠肺炎疫苗 II 期临床研究尧淮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治等项目袁完成国
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尧全国健康促进县创建遥

整合卫健婚检尧民政婚姻登记职能袁实行野一站式冶服务袁婚前孕前健
康服务率大幅提升袁孕产妇死亡保持野零发生冶袁出生缺陷监测国家质控结
果第一遥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袁高质量完成年度改厕任务 1000 座袁创成
国家卫生镇 1 个尧省卫生镇 2 个尧省健康镇 1 个袁公共场所控烟尧病媒生物
防制等工作积极开展袁有效助力疫情防控遥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扎实开展遥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审批袁人口出生监
测袁落实奖特扶尧手术并发症尧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等工作袁走访慰问
特困家庭 740 户袁资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尧失独家庭父母保险 2555 人遥 陈
洋卫生院挂牌陈洋老年人养老护理院袁 拓展新洋农场医院开展医养结合
服务遥 百岁老人祝寿尧节日慰问 135 人次袁意外伤害保险参保 12.63 万人袁
获评全省老龄工作优秀案例表彰尧全市野安康关爱行动冶杰出进步奖遥

全民体检尧健康扶贫等惠民项目高效组织

全民健康体检打造精品遥 认真落实市政府全民健康体检部
署袁按时序组织第二轮全民健康体检袁目前袁已体检 52 万人袁累计
惠及全县 112 万人次袁19 岁以上人群健康档
案建档率 100%袁 检出慢病人群健康管理率
100%袁 群众满意率 95%以上袁持
续走在全市前列遥

健康扶贫政策巩固落实遥 认真组织健康扶贫野回头看冶袁改造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袁 对 40925 名建档立卡对象信息全部标识标
注遥 野先诊疗后付费冶野个人自付费用不超过总费用 10%冶等政策巩
固落实袁实现县域医疗机构全覆盖遥 持续开展 23 种重大疾病免费
检查尧17 种慢性病免费供药遥

名医工作室建设持续开展遥 积极开展接轨上海工作袁新增建
立卢媛尧骆纯等名医工作室 6 个袁累计建成院士工作站 2 个尧名医
工作室 24 个遥 深层次运行名医工作室袁 全年累计开展业务讲座
20 场次尧教学查房 100 场次尧坐诊服务 1000 人次尧指导手术 200
人次尧会诊治疗 600 人次袁转诊上海知名医院治疗疑难重病患者
200 人袁20 名优秀临床骨干赴上海进修遥 县中医院名老中医张献
文尧李乃庚传承工作室通过国家验收尧省市考核遥

行业综合监管职能从严抓实

强化平安医院建设遥 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监管袁实验室生物安
全备案按期完成袁组织督查指导 22 次遥 定期开展出院患者第三方
抽样调查袁强化行风监督袁深入整治野四风冶突出问题袁内审工作被
省审计协会表彰为野先进集体冶遥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野春风行动冶
野安全生产月冶野百团进百万企业冶等宣传培训活动袁162 人通过安
全员资格考试遥有序开展消防尧危化品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袁
全年累计排查风险隐患 283 条袁全部整改到位袁安全生产持续野零
发生冶遥

强化卫生综合监督遥 建成县镇村三级卫生综合监管责任体
系遥 强化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袁集中培训县域 732 家企
业袁尘毒危害尧危险化学品等执法检查 221 家遥督查指导各类规上
企业 4 轮次尧600 家遥 全年检查医疗机构尧公共场所尧学校 2658 户
次袁野双随机冶执法检查 394 户次袁打击非法口腔诊所 37 家袁累计
查处违法行为 89 件袁同比上升 39%遥 获评省卫生行政执法优秀案
例一等奖 1 件尧市卫生行政处罚案卷评选一等奖 1 件遥

基层党建尧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加强

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遥 扎实开展野支部建设年冶活动袁完
成 15 个支部换届改选工作袁党组织战斗堡垒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遥开展野疫冶线心声尧野科室事窑医患情冶等主
题宣传袁意识形态工作持续巩固遥县卫健委获评市五一劳动奖状袁
县疾控中心支部被市委表彰为优秀基层党组织袁2 人被表彰为全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遥

统筹做好人才招引培养遥 简化优化人才招录程序袁全年组织
人才招聘 3 场袁招录卫生人才 68 人遥 县妇幼保健院公开选调 21
人遥 新增完成定向医学生培养 85 人袁 定向委培毕业生就业安排
17 人遥常住人口执业渊助理冤医师数达到 2.63 人遥全组织卫生高级
职称申报评审 184 人袁遴选省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 35 人遥 15 名
援鄂人员慰问金等待遇关爱政策全面落实遥

展望’2021
立足“十四五”，开启新征程

音大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遥 全面完成县级医疗机
构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遥 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上半年建成运
行袁达到三级综合医院标准曰县中医院综合改造 3 月份完
成袁达到三级中医院标准曰县妇幼保健院启动二级甲等专
科医院建设袁发展步入正轨遥 新建盘湾医院病房楼尧临海医
院医技楼尧千秋医院公共卫生服务楼尧黄沙港医院病房楼遥
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野推荐标准冶实现 4 家袁创成省级农村
区域医疗卫生中心 2 家尧社区医院 3 家遥 加大人才招引培
养袁探索推行编制备案制尧编制野县管乡用冶制度遥

音扎实开展公共卫生服务遥 持续抓好肺炎疫情防控袁
严格落实重点人群尧重点场所防控措施遥 积极推进疾控机
构改革袁完善医防协作机制尧三级防控网络遥 甲乙类传染病
发病率持续控制 120/10 万以下遥 加强疾控中心实验室能
力建设袁提升传染病快速准确检测尧筛查和鉴定能力遥 建立
完善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袁 完成县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
设遥 协同开展健康射阳 25 个专项行动袁 大力推进卫生镇
村尧健康镇村和野健康细胞冶建设遥

音做细做实人群健康保障遥 精心组织第三轮全民健康
体检遥 规范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遥 认真落实母婴安
全保障袁孕产妇持续野零死亡冶遥 加强老龄健康服务袁开展医
养结合试点辐射工作袁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覆盖率 70%以
上遥扎实做好职业健康监管袁守牢职业健康安全底线遥 持续
落实野先诊疗后付费冶等健康扶贫政策遥 完成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遥 持续做好人口与家庭发展工作遥

音持续深化综合医改工作遥 科学编制卫生健康野十四
五冶发展规划袁扎实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尧基层人才队伍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设袁聚力争取省政府真抓实干成效
明显奖项遥 认真开展接轨上海袁新建名医工作室 5 个袁加强
与上海复旦大学合作袁有效运行儿童早教中心遥 大力组织
野互联网+医疗冶务实应用工作袁提高群众就医体验遥加强市
县医联体尧县域医共体建设袁县域内就诊率稳定在 90%左
右遥 扎实开展综合监管袁打造平安医院遥

2021 年是野十四五冶开局之年袁也是卫生健康改革
发展的关键年遥 县卫健委将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全面推进健康射阳建设遥

2020年初袁 我县集中医学观察
点医务人员重温入党誓词

公卫人员在县疾控中心核
酸检测实验室做实验

投入运行的县妇幼保健院

医卫人员入户流调

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医务人
员正在为发热病人进行预检分诊

县委书记唐敬渊右二冤为援鄂出征医疗队员送行

县卫健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热烈祝贺县人大十五届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射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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