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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卫建设考核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康宁夏建

设考核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19〕62 号）和《中共中卫市

委员会 中卫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健康中卫 2030”发展规划〉

的通知》（卫党发〔2017〕24 号）精神，为切实推动健康中卫建

设，确保如期实现健康中卫建设目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健康中卫建设考核对象为两县一区党委和人民政

府，按照川区（沙坡头区和中宁县）、山区（海原县）两个层次进

行考核。 

第三条  健康中卫建设考核由中卫市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组织实施。

具体考核工作由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健康中卫建

设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见附件 1）。 

第四条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遵循“客观公

正、实事求是、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 

 

二、考核内容 

 

第五条  健康中卫建设考核内容包括健康中卫建设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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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政策保障等责任落实情况；健

康中卫建设年度工作措施落实情况；提升健康水平、普及健康生

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

业和推进健康治理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第六条  考核指标包括《健康中国行动考核指标框架》中要

求的指标及《“健康宁夏 2030"发展规划》《“健康中卫 2030”发展

规划》中的主要健康指标（以下简称“考核指标”，详见附件 2）。 

 

三、考核方法 

 

第七条  考核采取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定性和定量

考核相结合，以定量为主的方法。 

第八条  定量指标主要通过各相关责任部门平时监测、统

计、评估和利用“互联网+”的办法收集。已纳入市政府有关部门考

核的相关指标，其结果可直接作为健康中卫建设考核依据。已纳

入统计部门的以统计年鉴数据为准。 

第九条  对定性和难以通过信息化收集的指标数据，依托第

三方评估考核。 

第十条  市政府对县（区）不再组织现场考核，通过健康中

卫建设领导小组责任部门对照考核指标各自进行抽查复核。 

第十一条  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各责任部门相关指标对

接上级对口部门，接受上级部门相应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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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程序 

 

第十二条  考核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十三条  自查自评。每年 11 月中旬，县（区）考核领导小

组在全面总结年度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当年《健康中卫建设考核

细则》明确的考核标准进行自查评分，并将年度工作总结、自查

报告和自查评分表上报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各责

任部门将自查评结果分及年度工作总结报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审核。 

第十四条  市级考评。当年 11 月底前，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及各责任部门对县（区）年度工作情况进行复核评价，

形成全市年度工作总结、考评报告和考核评分表，提出考评为优

秀县（区）的建议名单，提请自治区健康宁夏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核。同时，接受自治区的抽查复核。 

市教育局负责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符合要

求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课率、中小学生每天校内体育活动

时间、寄宿制中小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配

备专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 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

配备专兼职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配备专兼职心

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中小学校比例 5 个指标及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

工作进行考核评分。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各县（区）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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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中卫段国控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2 个

指标进行考核评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3 个指标进行考核

评分。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对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指标进行考核评分。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对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5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重大慢性

病过早死亡率、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个人卫生支

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建立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构建健康科

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的绩效考核机制、产前筛查率、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

病筛查率、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覆盖率、接尘工龄

不足 5 年劳动者年新发尘肺病报告比例、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

老年医学科比例、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比例、以乡镇

（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健康产业 20

个指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分。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负责对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

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 3 个指标进行考核评分。 

第十五条  自治区评价。当年 12 月底，中卫市级及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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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自治区健康宁夏建设领导小组及自治区相关部门的抽查复

核，对市、县（区）考评结果进行认定和排序。 

 

五、考核结果及运用 

 

第十六条  考核实行千分制计分，总分值为 1000 分，900 分

以上为优秀，800 分至 900 分为合格，800 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十七条  由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考评推荐，经自治区健

康宁夏建设领导小组抽查复核，按自治区审定的等次全额兑现以

奖代补奖励资金。 

第十八条  考核不合格的县（区），由市人民政府对其党政

负责人进行约谈，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县（区）交由自治区约

谈。 

第十九条  将健康中卫建设主要指标纳入县（区）党委和政

府绩效考核指标，综合考核结果经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审定后

予以通报，并作为县（区）党政领导班子和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

组各责任部门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使用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条  各县（区）自查自评发生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

为的按考核不合格论处，并予以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的，依法

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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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则 

 

第二十一条  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每年制

定《健康中卫建设考核细则》，对具体考核指标及标准按照自治区

要求适时调整。 

第二十二条  本考核办法由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2.健康中卫建设主要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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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健康中卫建设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李  斌  副市长 

副组长：黄飞虎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田风才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成  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

新闻传媒集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局、科学技术局、工

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卫生健

康委员会、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扶贫开发办公室、医

疗保障局，沙坡头区人民政府、中宁县人民政府、海原县人民政

府，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科协，市烟草专卖

局分管负责同志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田风才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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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健康中卫建设主要考核指标 

序

号 
指标 基期水平 

2022年全

区目标值 
主要责任部门 数据提供部门 

1 人均预期寿命（岁） 75.7 77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 婴儿死亡率（%） 5.45 5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3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7.42 7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4 孕产妇死亡年（1/10 万） 16.7 15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5 

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

（%） 

87.8 91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

广电局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

广电局 

6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12.88 2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7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 

2014 年为

29 
37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

广电局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

广电局 

8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21.95 19.23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9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

师数（人） 
2.82 3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

的比重（%） 
27.96 27.5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 健康产业（亿元） 
2017 年

201.09 
364.02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 
地级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 
75.9 78 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局 

13 

黄河流域中卫段国控断面水

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

例（%） 

73.3 
达到国家

考核标准 
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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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95.32 96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5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98.69 99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6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76.57 9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7 

建立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

和资源库，构建健康科普知识

发布和传播机制 

- 实现 

市委宣传部、市旅

游和文化体育广电

局、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市委宣传部、市旅

游和文化体育广电

局、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18 

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

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绩

效考核机制 

- 实现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 产前筛查率（%） - ≥7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

率（%） 
- ≥98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 
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

癌筛查覆盖率（%） 
- ≥8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2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

优良率（%） 
- ≥50 教育局 教育局 

23 
符合要求的中小学体育与健

康课程开课率（%） 
- ≥100 教育局 教育局 

24 
中小学生每天校内体育活动

时间（小时） 
- ≥1 教育局 教育局 

25 

寄宿制中小学校成600名学生

以上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配

备专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中

小学校配备专兼职保健教师

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

（%） 

- ≥70 教育局 教育局 

26 
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

员的中小学校比例（%） 
- 80 教育局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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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接尘工龄不足5年劳动者年新

发尘肺病报告比例（%） 
- 明显下降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8 
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老年

医学科比例（%） 
- ≥5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9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 ≥6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30 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78.65 ≥83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31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比

例（%），村卫生室提供中医

非药物疗法的比例（%） 

- 
100 

7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32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

率（%） 

90 ≥9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33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平方米） 2.15 2.3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

广电局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

广电局 

34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32 

川区 85%

以上，山

区明显提

高 

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注：未写明年份的基线水平，均为 2018年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