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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盘 水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文 件
六盘水卫健发〔2020〕31号

关于印发《六盘水市 2020 年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特区、区）卫生健康局，局直属医疗卫生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暨 2020年度卫生健康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及《贵州省 2020年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要点》等有关要求，切实做好我市 2020年疾病预

防控制工作，现将《六盘水市 2020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要点》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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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 2020 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要点

一、抓紧抓实抓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一）持续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进一步加强中、高风险地

区进入六盘水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高度关注国内疫情信息动

态，落实首站负责制，采取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等措施，抓好疫

情常态化防控。

（二）周密细致内防扩散蔓延。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做

好疑似病例、发热门诊就诊人员、密切接触者、与确诊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共同生活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健康筛查工作。严密管控

重点部位，严格执行相关技术方案和社区、农村、复学复课、复

工复产 4大防控指南，指导做好分区分级分类精准防控。做好个

人防护及重点区域、公共区域的消毒工作。

（三）继续加强新冠肺炎监测。继续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监测

和分析研判，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态势，及时调整防控策略，进一

步强化对新冠肺炎疫情后期的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工作。

二、继续加强传染病防控工作

（一）加强传染病综合防控。甲乙丙类法定管理传染病总

发病率控制在 550/10万以下。继续做好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加

强流感动态监测，做好疫苗针对性疾病监测，严防重大传染病

疫情发生。落实传染病防控规范化管理措施，加强个案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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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工作。及时发布传染病疫情预警信息，确保响应及时率和处

置及时率 100%。

（二）完善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信息化建设。医疗机构要

强化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等传染病预检分诊工作，并将信息化

管理系统与传染病报告系统进行互联互通，做到传染病报告准

确及时。

（三）做好免疫规划工作。不断规范疫苗扫码出入库和扫

码接种工作，提高全市的扫码比例，继续推进预防接种规范化

管理，积极应对部分疫苗供应短缺问题，确保全市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达到 95%以上。

（四）做好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预

防干预、扩大检测、随访管理、转介治疗等综合防治工作。制定

并实施《六盘水市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

落实《六盘水市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要求，实现

3个 90%的任务目标。继续做好性病、丙肝的防治工作。

（五）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深入推进结核病防治规范化管

理工作，加强结核病防治知识健康宣传，推动肺结核患者传染期

集中住院治疗管理。将全市肺结核患者诊疗质量评估工作制度

化，加大指导和问效力度，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扎实

提高各项防治工作指标。

（六）保持疟疾、麻疹、麻风病、脊灰防控成效。努力维

持麻疹发病率 1／100万以下、麻风患病率 1／10万以下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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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状态和无脊灰状态，持续保持全市疟疾消除状态。

三、推进健康六盘水行动，加强慢性病防控和精神卫生工

作

（一）继续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开展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推动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新管理服

务模式。水城县、盘州市推进创建国家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

作，切实提高慢性病管理水平；六枝特区、钟山区持续巩固国家

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成效，发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示

范引领作用。

（二）开展重大慢性病防治行动。启动实施心脑血管疾病

防治行动、癌症防治行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糖尿

病防治行动和健康口腔行动，结合我市实际出台实施方案。持

续开展死因监测、肿瘤登记、学生营养监测等工作，推动儿童

口腔疾病、脑卒中、心血管疾病、上消化道癌、大肠癌、城市

癌症等慢性病筛查和干预工作。继续开展“三减三健”等专项行

动，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个人健康意识和行为

能力。

（三）加强精神卫生工作。落实各部门协调机制，确保精

神卫生医疗网络覆盖全市 4 个县（市、特区、区）。全力做好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治疗管理工作，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完成省级和“平安建设”的各项工作目标。切实加强严重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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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患者治疗，提高抗精神病药品可及性。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信息管理，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及时录入省级严重精神障

碍信息平台。

（四）大力实施“社心工程”。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工作纳入市委改革专题和平安建设年度考核内容。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共同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全市力

争探索打造 10个以上具有地方特色的心理服务示范社区，开展

精神病院、养老院、监狱、戒毒所等特殊场所心理健康服务示

范点建设，为推广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经验。总结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经验，完善心理人才库，建立心理服务

资源平台，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四、深入推进地方病专项攻坚行动，巩固我市防控成果

（一）做好地方病监测和评估工作。地方性氟中毒、碘缺乏

病监测工作覆盖率和完成率达到 100%。开展地方病防治专项攻

坚行动终期评估，对水城县开展燃煤型氟中毒控制评价工作。

（二）落实综合防控策略。继续落实食盐加碘策略，加强部

门协作，保障合格碘盐市场供给和食盐市场监管，维持人群碘营

养适宜水平，持续巩固消除碘缺乏病成果；加强消除燃煤污染型

地方性氟中毒危害后期管理，不断完善长效防控机制。

（三）做好现症病人治疗和管理。按照贵州省重点地方病患

者治疗管理规范和社区管理规范，开展地方性氟骨症患者的治疗

工作，建立重点地方病患者健康档案，对现症病人进行有效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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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

五、完善职业病防治工作机制，落实职业病防治重点任务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

监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责任，建立健全部门间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联合督查、协调配合等工作机制，形成监管合

力。

（二）落实职业病防治规划。对《六盘水市“十三五”职业病

防治规划》实施终期评估，客观反映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现状。

组织开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将职业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

（三）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完成粉尘危害基本情况调

查工作，摸清职业性尘肺病患者健康状况，深入开展粉尘危害专

项治理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实施联合惩戒，全力完成尘肺病攻

坚行动目标。

六、进一步做好环境卫生和学校卫生工作

（一）全面加强环境与健康工作。重点加强饮用水、空气等

环境健康监测，完成 2019年度水质监测结果分析总结。2020年

全市 4个县（市、特区、区）城乡水质监测覆盖 95%的乡镇，各

监测点开展枯水期和丰水期各 1次水质检测工作任务。

（二）加强学校卫生工作。建立完善与教育部门联防联控机

制，落实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局等 7部门转发的《贵州省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行动方案》的通知，开展近视防控进校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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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普及近视防控和健康用眼知识。

七、全面推进疾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各级疾控机构基础建设。加快推进市疾控中心综

合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不断提升实验室检测能力。着力推进市、

县两级疾控中心业务用房基础建设，房屋总建筑面积、人均建筑

面积和实验室面积达到建设标准，确保 2020年完成市、县两级

疾控中心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二）着力推进疾控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疾控机构人才

引进和培养，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鼓励开展科研项目，着力

推进疾控人才队伍建设，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全面提高人才

队伍整体素质。

附件：六盘水市 2020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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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28日印发

共印 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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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卫健发〔2020〕31号附件

六盘水市 2020 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主要指标

工作内容 主要指标 2020 年完成目标 备注

一、传染病

防控

肺结核报告发病率 较 2019年下降 6%

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率 达到 50%

耐多药高危人群筛查率 达到 95%

公众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知

晓率
达到 85%以上

新涂阳患者耐药筛查率 达到 90%以上

耐多药结核病纳入治疗率 达到 60%

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人次数

达到当地常住人口 25%以

上；示范区和疫情一类地区

达当地常住人口 28%以上

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正在接受抗

病毒治疗比例

达到 90%以上

艾滋病在治病例病毒载量检

测比例
达到 90%以上

艾滋病在治病例病毒抑制率 达到 90%以上

以乡镇为单位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
达到 95%以上

输入性疟疾第二代继发病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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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慢性病

防控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较 2015年降低 1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

率

90%的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报告患病率达到 4‰；全部

县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

告患病率达到 4.2‰

报告患病率（‰）＝在册

患者人数/辖区内常住人

口数×100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

率
达到 80%以上

规范管理率（%）=规范管

理人数 /在册患者人数

×100%
规范管理人数指本年 1月
1 日起任何两次相邻的随

访时间月份间隔≤3 个月

的患者人数。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率 达到 80%以上

服药率（%）=服药患者人

数/在册患者人数×100%。

服药患者人数=至少有一

次服药记录（目前正在住

院+规律+间断+医嘱无需

服药），可以有不服药记

录。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律服药

率
达到 50%以上

规律服药率（%）=规律服

药患者人数/在册患者人

数×100%。

规律服药患者人数=每 3
个月随访一次，每次记录

均为住院、规律服药、医

嘱无需服药且不能有间断

和不服药。

三、地方病

防控

地方性氟中毒控制率 达到 100%

碘缺乏病消除率 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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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病

防控

矿山、金属冶炼、化工企业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职业病

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接触职

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

职业健康检查率、用人单位主

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

动者培训率

达到 100%。

对矿山、金属冶炼、化工和建

材行业企业开展全覆盖执法

检查，用人单位监督检查覆盖

率

达到 95%以上

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

等重点行业新增建设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实施

率

达到 95%以上

重点行业企业职业病危害申

报率、定期检测率、接触危害

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

查率、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

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率

达到 95%以上

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率 达到 80%以上。

放射医疗机构定期检测率、接

触放射危害医务工作人员在

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和培

训率

达到 95%以上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率
90%以上

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工作县

（区）覆盖率
100%

职业病诊断报告率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