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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宁健发〔2019〕1号

宁陕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 2019年度健康宁陕建设成效

考核细则的通知

各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及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直属事业单

位，各人民团体，省市驻宁各单位：

经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将《2019年

度健康宁陕建设成效考核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2019年度健康宁陕建设成效考核细则

2.健康宁陕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单位名单

3.2019年度健康宁陕建设重点目标任务

宁陕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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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度健康宁陕建设成效考核细则

为全面贯彻落实《“健康宁陕 2030”行动纲要》（宁发〔2018〕

17号）精神，加快推进健康宁陕建设，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考核对象

按照健康宁陕建设工作实际和年度重点目标任务，将考核对

象分为两个类别分别实施考核。

（一）共性任务组。在推进健康宁陕建设和承担年度重点目

标共性任务的镇、部门和单位。

（二）重点任务组。在推进健康宁陕建设和承担年度重点目

标专项任务的镇、部门和单位。

二、考核内容

（一）市对县下达的健康安康考核指标任务；

（二）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健康宁陕建设工作目标任务；

（二）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解下达的健康

宁陕建设重点工作任务及阶段性专项任务。

三、分值权重

（一）重点任务组。

1.健康制度建设30分、健康文化建设15分、健康宣传氛围10

分、健康活动开展20分、健康设施建设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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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直机关工委、县妇联、县卫生健康局、县住建局、县教

育体育和科技局、县民政局、县经贸局、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度考核得分=共性任务考核得分×50%+专

项任务考核得分×50%）。

（二）共性任务组。

1.健康制度建设30分、健康文化建设15分、健康宣传氛围10

分、健康活动开展20分、健康设施建设25分。

2.除重点任务组单位外的镇、部门、单位和企业。①承担有

创建健康细胞任务或配合职责的镇、部门、单位和企业（年度考

核得分=共性任务考核得分×50%+专项任务考核得分×50%）。②

未承担有创建健康细胞任务或配合职责的镇、部门、单位和企业

（年度考核得分=共性任务考核得分×100%）。

四、方法程序

（一）印发标准。县健康办根据年度重点目标任务在考核前

将考核指标连同考核通知印发被考核单位。

（二）实地查看。对照健康宁陕建设工作任务，实地查看被

考核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实效。

（三）查阅资料。查看被考核单位在完成健康宁陕建设工作

任务过程中形成的必要的文件、图片、档案资料等。

（四）反馈意见。考核组根据检查情况，对被考核单位健康

宁陕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客观评价，肯定成绩、指出问题、提

出建议。

五、奖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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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奖励加分奖励加分奖励加分奖励加分。。。。

1.受到中、省、市通报表扬的，对涉及相关任务的单位每次

分别奖励 5分、3分、2分。

2.受到县委、县政府及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书面通

报表扬的每次奖励 2分，受到县健康办通报表扬的，每次奖励 1

分。

3.获得国家级健康细胞称号的加 5分，获得省级健康细胞称

号的加 4分，获得市级健康细胞称号的加 3分，获得县级健康细

胞称号的加 2分；获得国家级卫生单位称号的加 4分，获得省级

卫生单位称号的加 3分，获得市级卫生单位称号的加 2分，获得

县级卫生单位称号的加 1分；获得市级无烟单位称号的加 2分，

获得县级无烟单位称号的加 1分。

（（（（二二二二））））惩罚扣分惩罚扣分惩罚扣分惩罚扣分。。。。

1.对群众反映问题、重大活动环境卫生整治问题未按要求整

改的，将依据事实，每项每次扣 1分；

2.工作任务未完成、工作不力、督办事项或重点工作任务完

成差，受到县委、县政府、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书面通

报批评的，每次扣 3分；受到县健康办书面通报批评的，每次扣

2分；在中、省、市对我县健康建设工作检查、考核、验收等各

项工作中被扣分的，每个问题扣相关责任单位 2分。

3.对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或县健康办通报、曝光的

问题，超过时限要求既不整改又无书面情况说明的，相关责任单

位扣减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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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媒体曝光造成负面影响的：县级媒体扣减责任单位 2分，

县以上媒体扣 3分；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严重影响我县健康宁陕

建设工作的，实行“一票否决”。

六、考核汇总

由县健康办牵头，会同县直机关工委、妇联、卫生健康局、

教育体育和科技局、民政局、经贸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实施考

核，审核有关部门的加减分申请，提出被考核乡镇、部门和单位

等次初步意见。经县健康办综合评议审核后，报请县健康宁陕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同时，对通过县级健康细胞建设评审的镇、

部门和单位提请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命名。

七、责任追究

被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或县健康办通报的乡镇、部

门和单位除累计扣减分值外，因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力、整改

措施不到位、进展缓慢、推诿扯皮或工作出现失误影响市对县年

度考核任务的，追究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

八、组织领导

健康宁陕建设工作考核，在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下，由县健康办制定考核细则并组织实施。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县健康办（县卫生健康局）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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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健康宁陕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单位名单

一、重点任务组（9个）

县直机关工委、妇联、卫生健康局、住建局、教育体育和科

技局、民政局、经贸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共性任务组（68个）

1.镇（11个）

城关镇、江口回族镇、筒车湾镇、皇冠镇、广货街镇、龙王

镇、太山庙镇、金川镇、四亩地镇、梅子镇、新场镇。

2.部门、单位（57个）

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纪委监委、组织部、宣传

部、统战部、党校、编委办、政法委、法院、检察院、总工会、

团县委、红十字会、科协、工商联、残联、公安局、司法局、发

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生态环境局、审计局、应

急管理局、人社局、统计局、医疗保障局、行政审批局、退伍军

人事务局、林业局、扶贫局、旅发委（文广局）、创建办、皇冠山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销社、招商中心、工业园区管委会、大蒿

沟景区管委会、飞地办、人武部政工科、税务局、公路段、电力

局、电信公司、农业银行、农商银行、养老经办中心、邮政公司、

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烟草局、气象局、财保公司、人保公司、

网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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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年度健康宁陕建设重点目标任务

（专项指标）

项目

牵头

单位

配合

单位

专项工作任务

健康

医院

卫生

健康局

健康医院

创建单位

做好与省、市卫健部门的沟通协调和对接，加

强健康医院建设督促指导，牵头完成 3所市级

健康医院、3所县级健康医院建设任务；在县城

出入口或县城醒目设置大型健康宁陕宣传牌 2

块以上；建成健康小屋 3个。

健康

机关

县直机

关工委

健康机关

创建单位

加强健康机关建设督促指导，牵头完成 8个市

级健康机关、8个县级健康机关建设任务。

健康

家庭

妇联

健康家庭

所在镇、

社区和村庄

加强健康家庭建设督促指导，在健康社区和健

康村庄中牵头完成健康家庭建设任务 335户。

健康

学校

教育体

育和科

技局

健康学校

创建单位

加强健康学校建设督促指导，牵头完成 6个市

级健康学校建设任务。

健康

村庄

农业农

村和水

利局

健康村庄

所在镇

加强健康村庄建设督促指导，牵头完成 10个省

级、10个市级健康村庄建设任务。

健康

社区

民政局

社区所

在镇

加强健康社区建设督促指导，牵头完成 1个省

级、3个市级健康社区建设任务。

健康

企业

经贸局

健康企业

创建企业

加强健康企业建设督促指导，牵头完成 4个市

级健康企业建设任务。

健康

餐厅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建有职工

食堂的单

位

加强健康酒店和健康餐厅建设督促指导，牵头

完成健康餐厅建设 50户。

健康

环境

住建局

建成健康步道 1条、健康公园 1个、健康长廊 1

条，在群众活动密集的广场设置健康文化固定

宣传标识不少于 20处。

备注：专项建设指标是市上下达我县的 2019年度建设指标，未完成创建

任务的，在扣除牵头单位考核分数的同时，还要扣除配合单位的考核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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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健康宁陕建设重点目标任务（共性指标）

项 目 共性工作任务

健康制

度建设

30分

1. 成立本单位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查看资料，无正式文件扣 2分；2.将健

康宁陕工作纳入股室或下属单位年度考核内容。查看资料，未纳入考核或无考核指标扣 3分；3.制定本

年度健康宁陕建设实施方案或健康细胞建设方案。查看资料，无正式文件扣 2分；4.开展一次职工健康

体检，按年度建立职工健康档案，职工健康体检率达到 95%以上,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 85%以上。查看资

料，未组织开展体检活动扣 10分，职工健康体检率、健康档案建档率每低 5%扣 2分，扣完为止；5.根

据职工年度健康体检结果，形成本单位年度健康危险因素分析报告。查看资料，无健康危险因素分析报

告扣 3分；6.全面落实职工年休假制度。查看职工年休假台账，走访职工询问休假情况，未落实职工年

休假制度扣 5分；7.开展本单位健康职工评选活动。查看评选表彰正式文件，有具体激励措施，未开展

评选活动扣 5分，无激励措施扣 2分。

健康文

化建设

15分

1.在单位显要布置张贴健康文化标语，10人以下单位不少于 3处，10人以上单位不少于 5处。现场查看，

每少一处扣 1.5分；2.健康教育宣传栏每季度更换一次，全年不少于 4次。现场查看，已经更换的查看

留存清样或照片，每少一次扣 1.5分。

健康宣

传氛围

10分

1.全年在媒体上开展健康宁陕、健康细胞建设宣传稿件不少于 4篇。查看刊登稿件或复印件，每少一篇

扣 1.5分；2.在单位醒目处有 1条健康宁陕或健康细胞固定宣传标语，无固定宣传标语扣 4分。现场查

看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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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活

动开展

20分

1.每年组织本单位职工至少参加县上组织的大型体育赛事或健身活动 1次。查看参赛记录或参加活动图

片，未组织职工参加扣 5分；2.自行组织单位职工开展体育健身活动，10人以下单位全年不少于 2次，

10人以上单位不少于 4次。查看活动安排文件和图片，每少一次扣 2.5分；3.坚持开展职工工间操或颈

椎操等活动，职工经常参加健身活动不少于 80%。查看活动图片，走访职工，未开展相关活动扣 5分，

职工参加健身活动率每低 5%扣 1分，扣完为止。

健康环

境建设

25分

1.单位环境优美，绿植数量充足，垃圾日产日清，办公场所整洁干净，有禁烟标识，无绿植死株、垃圾

存积和卫生死角。根据卫生保洁、绿植养护等情况，每发现一种类型扣 2.5分；2.积极开展“厕所革命”，

单位厕所做到“八有”（即：有禁烟标识、有洗手池、有洗手液、有灭蝇灯、有绿色植物、有挂钩、有挡

板、有健康小贴士）、干净整洁无异味。根据实地查看情况，至少有“五有”，每少一种扣 2分；3.有职工

食堂的单位要开展健康餐厅建设（有许可证、有健康证、有合理膳食知识培训、有“三防”设施、有健康

生活方式指导员、有合理膳食宣传资料、有膳食宝塔宣传画），厨师至少能够制作 5种低盐少油菜品。

根据完善程度给与 1-5分赋分。

加分

项目

1.2019年度建成健康细胞、卫生单位和无烟单位的镇、部门和单位，按照《2019年度健康宁陕建设成效

考核细则》奖励加分执行；2.建设单位健康之家（包含：图书室、健康教育室、心理咨询室、休闲活动

室、健身室等，各室标识清晰），其中图书室图书不少于 100册、健身室健身器械不少于 3种、配备免

费测量体重和血压的设备。根据建设完善程度分别给予 1-5分加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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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考核办，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宁陕县健康宁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9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