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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 

（2003—2005 年） 

（讨论稿） 

 

健康城市是指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各个方面，都以人

的健康为中心，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工作，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

需的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和健康人群有机结合的发展整体。建设健康城

市，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面对 21 世纪城市化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挑

战而倡导的一项全球性行动战略，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健康问题的必由

之路，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 

闵行区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城，将健康城

区建设与国家级生态城区建设、花园城市建设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机

结合，是在更高层次上推进闵行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促进环境

健康、社会健康和人群健康。根据《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2003—2005年）》，结合闵行区实际，特制定《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健康

城区三年行动计划（2003—2005年）》。 

一、指导思想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政府推进、部门协作、社区主导、全民参与”和“上下

联动，层层推进”的原则，以不断改善市民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市民健

康素质为目标，以干预和消除影响人群健康的危险因素,构筑公共卫生安

全屏障为重点，规范公共卫生行为，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促

进环境健康、社会健康和人群健康,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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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闵行区的综合竞争能力。 

二、总体目标 

显著提高我区生态环境、市容环境和居住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公

共卫生安全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到 2005年，努力使我区的生态、市容

等总体环境质量、社会发展指标、市民健康指标、文明程度达到全国先

进水平，进一步提高市民的身体健康水平。 

三、行动目标与措施 

(一)积极推进生态、市容环境建设与保护，营造清洁、安全的环境。 

1、行动目标：深化大气环境、水环境和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环境

综合治理，有效处置生产和生活废弃物，使全区空气质量和水环境等有

明显提高。继续推进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形成符合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生态要求的绿地系统，营造安全、舒适、优美、自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2、建设指标 

（1）基本指标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 85%以上。 

——中心城区河水基本消除“黑臭”,主要河道实现“面清、岸洁、

有绿、畅流、水净”，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70%。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 70%、无害化处理率达 95%；城镇生

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 40%、无害化处理率 90%。 

——绿化覆盖率达 3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2.5平方米。 

——新建居住区绿地按“国家园林城市标准”达二级水平，新建居

住小区公共区域专业保洁率达 100％，综合整治旧住房 350万平方米。 

（2）特色指标 

——医疗废弃物处置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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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道路空气扬尘，道路冲洗率达 45%。 

——创建市容景观精品区域 10个。 

3、主要措施 

（1）标本兼治，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环境综合治理。 

——实施渣土密闭化运输、燃煤小炉灶清洁能源替代，完成和巩固

64.02 平方公里“基本无燃煤区”的创建成果。搬迁上海染料化工厂等

污染企业，推进吴泾地区工业废气等环境综合治理。 

——加大对农副业污染源的整治，关闭禁养区内的大中型畜禽场 31

个，治理 4家，鼓励异地养殖。建设 1 家畜禽粪便有机肥加工利用中心，

推广使用有机肥,使畜禽粪便生态还田。 

——建设污水截流外排工程，开展河道整治。完成元江路、昆阳路

污水外排总管工程和浦江镇污水外排总管工程。完成 270 公里的河道疏

浚工程、24公里的河道护岸工程和 237.1公里的河道两岸绿化工程，实

施水葫芦专项整治。 

——加强环卫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关闭生活垃圾堆场，建造 28个

生活垃圾压缩站。减少噪声扰民，更新后装式垃圾压缩车 60辆。新建闵

行垃圾焚烧厂，采取生活垃圾有偿处置和“污染者付费”相结合的方法，

完善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系统。巩固和完善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

置系统。建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和医疗废弃物专业化运营收集体系，

确定定点处置单位。 

——建立 130个废品回收网点，建立 6个废品交投站。 

（2）开展绿地和片林建设，新建大型公共绿地 550顷，建设黄浦江、

苏州河两岸水源涵养林 451公顷、通道防护林 323公顷、防污隔离林 129

公顷、大型生态片林 129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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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环境保护监督执法检查，实施对河道、公路、绿化的长效

管理，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环境污染，提高区域环境质量。 

（4）开展环保宣传，增强环保意识。开展建设“优美绿化景点”活动、

实施精品工程，创建区级绿化景观道路 10条，创建优美绿化景点 10个。 

（5）加强对居住物业管理的监督，严格规范物业企业服务行为，努

力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保障居住小区公共部位和场地清洁，二次供

水水箱每年消毒至少 2次，积极推进房屋综合整治。 

（二）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水平。 

1、行动目标：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卫

生监督、医疗救治、信息管理、医疗服务、社会支持和应急指挥系统，

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2、建设指标 

（1）基本指标 

——完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 

——传染病发病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肺结核患者归口诊治率、社

区督导治疗覆盖率、“五苗”接种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管理率达到规定

标准。性病的年发病增长幅度控制在 10％以内。 

——精神病病人管理率及糖尿病、高血压病人管理率、控制率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 15/10万以下和 6‰以下。 

（2）特色指标 

——区 CDC 的综合业务管理水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等达到上

海市区级 CDC的一流水平。 

——区域医疗中心的诊治能力达到全市同级医院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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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诊治能力达到上海市一流水平。 

——整合资源，转变精神病防治模式，使精神卫生工作达到全市一

流水平。 

——提高卫生监督执法水平，传染病爆发、食物中毒、职业中毒等

突发事件处置及时率 100％，查明原因率 100％，有效控制率 100％。 

——外来流动人口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比较高水平。 

3、主要措施 

以落实《闵行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03 年—

2005 年）》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预防和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实施方

案、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实施方案、妇女儿童发展“十五”计划。逐步引

入市场竞争机制，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提高公共卫生经费的使用

效率，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1）加强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建设 

——加强疾病防治机构建设。完成区精神卫生中心、区 CDC、区卫

生监督所、区医疗急救站、区妇幼保健所、区肿瘤诊疗中心的基础设施

建设；完成肠道、肝炎、发热、儿童保健和计划免疫门诊的标准化建设。

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基层网络，完成 1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112家农村

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加快镇村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进程。 

——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资源配置及能力建设。以区 CDC 与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建为载体，加快专业机构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提高专业人员综合业务素质，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建成闵行区卫生城域网，网络覆

盖至社区卫生服务点、村卫生室，提升疾病监测、报告、预警和处置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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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复旦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创建具有闵行区特色的精

神卫生服务体系，超常规地推进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建设进程。 

（2）加强卫生监督综合执法体系建设 

——加强卫生监督机构资源配置及能力建设，提高监督办案、应急

处置、信息处理和指导协调能力。 

——稳妥实施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垂直管理改革。区卫生监督所下设

12个分所，按属地化管理的要求，实施垂直管理，提高监督执法效率，

以确保区域内各项卫生监管措施落实到位。 

（3）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建设 

——聚集医疗优势资源，鼓励区内二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纵向合作，推动“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转变疾病防治机构服务机制、调整服务方式，实施团队式下社

区服务的新模式。 

——全面完成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的建档工作，发挥健康档案的健康

干预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社区卫生服务。 

（4）充分利用区内二所中心医院与复旦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集团

的共建契机，全面提高区域内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诊治水平。整合区

内二所中心医院肿瘤诊疗的优势资源，建立闵行区肿瘤诊疗中心。 

（5）加强妇幼卫生保健管理。设立外来流动人口孕产妇分娩定点医

院，确保外来孕产妇分娩的安全、健康。 

（三）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1、行动目标：推行市场诚信体系建设，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加强监

督执法，推进综合整治与专业管理的有机结合，有效消除影响食品和药

品安全的危险因素，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的食品和生活饮用水，保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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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安全、有效。 

2、建设指标 

（1）基本指标 

——完成 3家较大屠宰场的全面整治。 

——对粮油、蔬菜和肉类、豆制品的安全检测覆盖率分别达 93%和

98%，食用农产品的安全检测合格率达 98%。 

——农田的化肥亩均年施用量减少 15.2%、农药亩均年施用量减少

23%。 

——生活饮用水水质达到全国新的饮用水标准。 

（2）特色指标 

——98％的药品经营企业通过《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

证。 

——农村药品配送网络覆盖率达 100％。 

——医疗机构（含民办、个体医疗机构）安全用药监管率达 100%。 

——参加清理居民家庭小药箱工作的药品零售企业达 100％。 

——建立 190 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点，将监测网络延伸到民办医疗

机构和零售药店。 

3、主要措施 

（1）加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产品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农田环境

质量系统检测和农业投入品、农产品安全质量抽检制度，形成农产品从

“田头”到“餐桌”的链式监管体系。建立 7 家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实

施农药化肥减量行动计划，从源头上控制食品污染。 

（2）开展食品放心工程，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强化对食品流通领域

的质量监管，有效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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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管理，规范市场准入，实施食品卫生安全质量监控，

禁止存在卫生安全隐患的农产品进出市场。 

——全面推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食品流通市场监

管，开展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强制检验和计量监督等工作。有效打

击假冒伪劣食品生产销售，取缔地下食品加工窝点和无证食品经营摊贩。 

——开展餐饮业食品卫生专项整治。实施分级管理，推行食品安全

质量管理体系（HACCP），建立健全食品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3）保护饮用水水源，优化供水资源配置，关闭 1家镇水厂、5口

深井，生活饮用水水质按照全国新的饮用水标准全面达标。 

（4）实施药品放心工程，加大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的监

管，规范药品进货渠道，确保用药安全。 

——严厉查处无证生产经营行为，打击制售伪劣药品、医疗器械的

违法行为，规范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完善农村药品监督供应网络建设。 

——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合理使用药物的宣传咨询，开展“清理

家庭小药箱”等活动，逐步改变市民自我购药、滥用抗菌素的习惯。加

强农村卫生室药剂人员的业务培训，规范药品进货渠道，确保农民的用

药安全。 

——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提高不良反应病例报告的上报率

和报告质量，向社会通报药品不良反应的有关信息，促进合理用药。加

强药品广告审查工作，加大对虚假药品广告的查处力度。 

（四）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1、行动目标：倡导市民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积

极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强化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2、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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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指标 

——市民合理营养知识的知晓率重点人群达 75%、一般人群达 40%，

市民的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达 40%。 

——实施烟草有限销售。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8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达全区人口的 47%。 

（2）特色指标 

——全区镇、街道全面开展建设健康社区活动，100%的社区开展健

康教育达标活动，100%的村、居委设有卫生与健康宣传栏等。 

——建成与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相匹配，具有综合竞争力，拥有

闵行特色的体育新城区。 

——建成一批与国际接轨、国家一流、上海领先、闵行特色的体育

场馆。 

——创造一个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氛围良好的体育生活环境。 

——市民社区健身运动场所数量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竞技水平不断提高，运动成绩处于全市前列。 

3、主要措施 

（1）50%的社区建立社区健康行为咨询点。提倡合理营养，引导市

民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宣传健康生活心理行为，保持心理健康。 

（2）大力开展控烟工作，全区实施烟草有限销售。加强控烟宣传，

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公立医疗机构 100%为无烟医疗机构，创建 80

家无烟企业；开展无烟机关、无烟学校、无烟居委创建工作。 

（3）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构建以运动设施、团队组织、体质监测和

信息咨询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健身服务保障体系，促进和指导市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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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提倡科学、健康、活泼多样的社区化、家庭化体育活动，构

筑日常、周末、节日三个体育生活圈。 

——完成旗忠森林网球中心、高尔夫球场和游艇俱乐部的建设，使

之成为国际一流的体育场馆，以竞技推动市民体育健身活动。 

    ——构建健身场地进社区的网络，建设闵行区体育公园和街头绿地

运动场，实现园林体育化、体育园林化。实施人人运动计划，普及市民

体育运动。 

——建设 3 个社区市民健康体质监测站，完成社区体育指导员队伍

的建设，人数达 1.3 人/千人。引导市民参与科学健身，营造科学、文明、

健康的体育生活环境，不断增强市民体质。 

（五）加强生殖保健服务，创造良好人口环境。 

1、行动目标：普及生殖健康和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引导市民树

立健康文明的婚育观念和生活方式，提高生殖健康水平，促进家庭幸福

和社会文明进步。 

2、建设指标 

（1）基本指标 

——完成所有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站的规范化建设。 

——家庭计划指导覆盖率达 60%以上。 

——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率达 93%以上。 

——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 80%。 

——青春期生殖健康知识普及率达 93%。 

（2）特色指标 

——创建市、区文明示范站比例高于市平均水平。 

——完成所有农村人口和家庭计划指导室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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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措施 

（1）开展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站规范化达标建设。将综合

服务站建设纳入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推行社区计划生育“一门式”服

务。将规范达标列入文明镇、文明社区的考核内容，积极开展市、区两

级文明、示范站创建活动。 

（2）开展标准化村人口和家庭计划指导室建设。将指导室建设纳入

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的总体规划，做到“同规划、同建设、同管理、

同服务”，使全区标准化指导室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达到全市领先水

平。 

（3）开展家庭计划指导进万家活动。依托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

服务站、人口学校和村（居委）人口和家庭计划指导室，为广大育龄群

众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计划指导、宣传和服务，倡导婚育新风，普及生

殖健康知识和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提供知情选择避孕节育方法和避

孕药具。 

（4）以建设“健康校园”为抓手，增加学校青春期生殖健康知识健

康教育比重，改善学校健康教育环境与方式，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生殖保

健知识水平和生活技能。 

（5）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管理和服务。大力宣传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律法规，提高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加强计划生育

宣传服务阵地建设，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的孕检服务。在流动人口聚集

地扩大避孕药具发放点，提高流动人口避孕药具易得率，降低流动人口

育龄妇女人流率。 

（6）保障贫困妇女的生殖健康权益。建立帮困基金，每年为特困妇

女提供妇科病普查经费，为 200 名特困妇女免费提供放置宫内节育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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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超随访服务。 

（六）大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建设健康校园。 

1、行动目标：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全面开展各项健康促进活动，

提高学生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 

2、建设指标 

(1)基本指标 

——80%的学校达到“健康校园”标准。 

——学校保健教师的职业培训覆盖率达到 100%。 

——学校健康教育开课率达到 100%，100%的学生掌握健康基本知识

与能力。 

——学校食堂卫生等及评比 B级以上达到 97%。 

——学生健康体质受检率达 100%，开展心理咨询的学校达 94%，计

划免疫接种率（应种）达 100%。 

——经常参加课外文体活动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95%，学生健康体

质测试标准合格率达 99%。 

——学校卫生管理软件系统达 100%。 

（2）特色指标 

——受特殊教育学生入学率达 95%，智残儿童康复训练覆盖率 95%。 

——民工子女学校健康教育开课率达 100%。 

——学校公共卫生督查率 100%，学校体育常规、文体活动督查率

100%。 

——青少年社会实践、课外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参与率 100％。 

——0～3岁婴幼儿受教育率达 95％。 

3、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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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对建设健康校园活动的领导，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将相

关工作内容的评估、考核纳入办学质量的综合评估体系。加强对学校保

健教师的业务培训，提高学校卫生管理水平。加大经费投入，保证学校

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的资金落实。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健康知识水平和健

康行为形成能力。 

——切实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强化学校食堂软、硬件建设

工作，建立一支学校食品卫生督查队伍，定期和不定期进行食品卫生工

作检查、指导，确保学生饮食卫生安全。 

——积极推进“健康促进学校”建设，建立校园控烟规章制度，引

导学校积极参加“无烟学校”创建；指导和规范学校心理咨询工作，培

养一支受过心理卫生咨询专业培训的师资队伍，建立常设心理咨询场所。 

——实施学校疾病防治的长效管理，做好传染病、常见病和多发病

的预防保健工作；完善学校卫生工作信息化管理，提倡学校公共卫生管

理的科学化、信息化、规范化，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2）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鼓励、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文体

活动，开展体育常规、文体活动督查；组织学生全面参加青少年社会实

践、课外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体育、卫生、艺术、科技、社

会实践等全方位的教育和锻炼，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与道德情操，提高

学生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树立终身健康的意识。 

（3）关注特殊教育，落实接受特殊教育儿童的入学、康复训练、上

门施教等具体工作，切实提高特殊儿童接受教育的水平。 

（4）加强民工学校管理和校园卫生健康工作，关心外来建设者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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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问题，使学生接受健康教育，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提高健

康生活意识与能力。 

（5）依靠社区，落实“三优”工程建设，开展亲子活动，提高婴幼

儿受教育率。 

（七）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促进健康社区建设。 

1、行动目标：巩固创建国家卫生区的成果，健全完善卫生长效管理

机制，进一步改善城乡健康环境。 

2、建设指标 

（1）基本指标 

——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 

——巩固 4个国家卫生镇创建成果。 

——上海市卫生村占全区村总数的 60%。 

——灭蝇工作达到“全国灭蝇先进城市”标准。 

（2）特色指标 

——新创建上海市一级卫生镇 1个，全区市级卫生镇（街道）达 90%

以上。 

——加大市、区级爱国卫生标兵单位，先进单位创建力度，区级爱

国卫生合格单位达 95%以上。开展爱国卫生先进路段活动，各地区创建 2

条以上先进路段。 

——新创建 2个区爱国卫生先进系统，区爱国卫生先进系统达到 10

个。 

——紧密结合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开展创建 250 个市级文明小区卫

生达标活动。 

——创建市级除“四害”达标示范区，100%的“四害”孳生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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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四害”密度低于市平均水平，防蝇防鼠设施落实率高于市平

均水平。 

——强化社区公益卫生保洁服务社管理，60%以上的社区公益卫生保

洁服务社达到标准化管理。 

3、主要措施 

（1）加强属地化管理，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巩固卫生创建成果，

加强调研，消除卫生创建中的薄弱环节，加大监督、检查、指导的力度，

定期通报。对新创建市一级卫生镇，加强创建过程指导管理。 

（2）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创先”活动。实施单位、居民区卫生分档

挂牌、四旗评比、流动杯竞赛等活动。坚持爱国卫生督查制度，每月定

期对各地区单位、居民区卫生、除“四害”工作开展督查和通报。 

（3）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普及卫生、环境、健康知识，

增强市民文明卫生意识，倡导文明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弘扬科学、

文明、卫生的新风尚。 

（4）落实除“四害”工作责任制，开展经常性和突击性的除“四害”

活动。控制孳生地，落实综合性防灭措施，降低“四害”密度，不断提

高防治设施落实率。落实社区公益卫生保洁服务社和除害服务站规范化

管理和业务指导，提高保洁、消毒、除害作业质量。健全监督员、执勤

员队伍。 

（八）加强文明行为规范的养成建设，优化人口生存的社会环境。 

1、行动目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地区、

单位的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 

2、建设指标 

（1）基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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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上海市文明城区创建成果。 

——市级文明社区达到 100%，建成 250个市级文明小区。 

——市级文明镇达 70％，建成 65个市级文明村。 

（2）特色指标 

——创建学习型城区。 

——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城区。 

——创建文明示范小区、村各 10个。 

——人均文化设施面积达到 2000平方米/万人。 

——建造一批先进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设施和社区文化中心。 

——打造一批特色文化项目和文化活动品牌。 

3、主要措施 

（1）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深化创建内涵，广泛开展文明小区、

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和文明城区创建活动，并巩固提高创建质量。将精

神文明创建与建设健康城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开展示范标志区域、

文明示范街、文明工业园区和文明市场等创建活动，促进两个文明的建

设。 

（2）以“六进社区”为载体，创建学习型城区和全国科普示范城区。

建立完善社区学校，社区学校建成率达 100%，规范率达 100%，引导市民

终身学习，弘扬科学、文明、卫生的新风尚，提高城市和市民的文化品

位。 

（3）以“讲科学、讲文明、讲卫生、树新风”为内容，深入开展“文

明城区文明人”主题活动，从基本行为规范入手，逐步改变市民的不文

明陋习，逐步养成科学、文明、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 

（4）开展“志愿者在行动”活动，鼓励市民参与社区公益性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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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服务，提高市民的参与度，形成“健康城市，从我做起”的良好氛

围。 

（5）加强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力度，建立和健全市民巡访和社会

监督员队伍，搭建市民的社会化参与平台，强化市民的参与意识。 

（6）加强社区文化阵地建设，建成 10 个大型公共露天文化广场。

拥有图书馆 14 家，覆盖所有镇、街道；90%以上的村、居委会拥有文化

活动室和图书室，为市民学习知识提供便利条件，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

活。 

四、策略与保障 

（一） 加强政府领导、部门协作，以项目为工作抓手，有序推进建 

设进程 

强化政府行为。建设健康城市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系统工

程，又是一项民心工程。坚持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建立“条包块管、条

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各镇、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应将此项

工作列入本地区、本部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制定建设健康城区的

实施细则，发动社区、单位和市民共同参与，从政治、经济、社会、生

态环境、生物化学物理因素、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等七个领域，全面推

动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建立组织机构。构建职责明确、上下贯通的建设健康城区组织体系

和工作网络。建议成立以区长王洪泉为组长，区委陈龙副书记、宣传部

李芸部长和各位副区长为副组长的区建设健康城区领导小组，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建设健康城区相关工作；各委、办、局成立相应的

技术指导小组、指定联络员，负责沟通协调本系统健康城区建设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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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单位也应建立建设健康城区推进小组和相

应的工作网络，明确责任，切实有效地落实各项措施。 

实施阶段评估。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总体目标，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具体

的实施方案，每半年进行自查，每年进行总结。区建设健康城区领导小

组对建设项目每年组织督查与评估，2005年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为完善

建设健康城区指标体系、启动新一轮的建设目标奠定基础。 

（二）健全公共财政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多元投入 

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将建设健康城区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中，

保持政府对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不低于同期财政支出的增长水平，并逐

步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投入，重点保证对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等项目

的投入。在确保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多元化投融资

机制，把依托科技、借助市场作为建设健康城区的重要操作原则，促进

公共服务的发展。 

（三）广泛宣传，营造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建设健康城区既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又是一项群众性的活动。要围

绕我区发展的总体目标，加大宣传发动和舆论监督力度，树立典范，弘

扬新风。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特点和优势，积极配合健康城区建设工

作，突出重点，开展各项公益宣传、知识普及、新闻报道和专题讨论等。

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真正认识建设健康城区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明确行动目标，增强对建设健康城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使广大市民成为建设健康城市活动的受益主体和行为主体。 

各地区、各部门要整合社区资源，落实保障措施，以开展“保护母

亲河”等十二项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重点推进活动以及建设国家环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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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镇、创建国家卫生镇等活动为载体，通过组织各类全民性的活动，全

方位推进健康城区建设进程，使建设健康城区的理念深入社区，深入人

心。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把全面提高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市民参与程度作为建设健康城区运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实

践中逐步建立集示范、激励、警示和监督于一体，单位和市民的自主、

自治、自律与政府引导、管理、推进相结合的社会参与机制。 

 

附件:闵行区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任务及职责分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