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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电时间:202⒈01,15 总号:传063

内容提要: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进一步加强健康

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拟办意见 :

/;ˉ

请政隆、全龙、星莺同志阅 钞l 同 `志
|闾 扣Lr

憔~浓席埔且/焦手1历 尽否掀租
●

个

刀谓印/i珈 吞神疲彳苈茫
`湘薄扎沟派关饣豸″季臣肜

夕

`
、

/. D

领 导 同 志 批 示

等  级:平急     原号:国 卫明电 〔2021127号

——— ——    ——. ··一囫 瑚 刊 =
|r

江苏省人 民政府 办公厅文电处



1^P1·
·
ill l 1 5  18:58    051683756400 页耕

苏桃9J;号

黪鲮蜊翎鏖婴鞲
发电单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讣

-

。2I

等级 平急 ‘明电  国卫明电 (2021)27号 中机发‘42 -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领导小组、指挥部):

现将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⒛21)9号发去。请查收。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代 章 )

2021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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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机 制 综 合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E2021〕 9号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进一步加强

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 导小组、指挥部):

当前,我 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防 控工作

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但是,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加速蔓

延,我 国全面落实好
“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
的防控工作任务依然跟

巨9为 进一步巩固抗痰成果,防 止疫情反弹,持 续提升公众疫情防

控的意识和能力,普 及推广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人民群众健康 ,竖

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深入贯彻落实《
“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 ,现 就加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健康教育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

-、基本原则

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预 防为主,中 西医并重,普 及健康知识 ,引 导公众建立正确健康

观,形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 升全民健康素养。

坚持联防联控。强化备级政府在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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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明 确部门任务,加 强多部门协作,充 分动员社会备方面力量,确

保健康教育工作全方位、全链条、无死角。

坚持科学准确。密切跟踪疫情防控工作进展,及 时掌握疫情

防控信息,根据各地疫情变化,动 态调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确 保

健康科普知识信息科学准确。

二、规范健康教育内容

(一 )强 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继 续巩固新冠

肺炎预防措施,如 常通风、勒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使用公筷等,在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自我防护。

(二 )倡 导个人承担传染病防控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行为,知 晓

并遵守国家法律和疫情不同响应等级的防控规定,接 受和配合测

体温、检查健康码、隔离等防控措施;出 现发热、咳嗽、打喷嚏等症

状时外出自觉戴口罩,不 随地吐痰,尊 重他人健康 ,履行社会责任。

(三 )及 时向公众宣传普及新冠肺炎以及其他传染病研究进展

的相关科学知识和信息,田 答公众关切的健康问题,引 导公众主动

从权威机构获取疫情防控知识 ,弘 扬科学、防范谣言。

(四 )继 续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并做好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相关健康问题的健康教育,如 近视预防、居家

及办公场所运动健身、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合理膳食、科学就医等 ,

促使公众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做好相关健康问题的预防

和健康管理,推 动形成健康生活习惯。

三、发挥卫生健康部门专业作用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和联防联控机制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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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下,及 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传普及疲情防控知识和措施 ,

回应社会关切 ,合理引导公众预期;调 动医疗卫生机构,协调相关

部门和社会各方力量,共 同开展健康教育工作;配合备级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落实好爱国卫生运动相关任务,总 结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经验 ,创 新方式方法,倡 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

方式口

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会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等医疗

卫生机构,制 订完善辖区内健康教育计划,收集、整理和发布疫情

相关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向 公众传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理

念、知识和技能;对辖区内的医疗卫生机构、机关、学校、托幼机构、

养老服务机构、社区、企业、媒体、监所及下级健康教育机构等开展

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疫情的变化,及 时制定瘐情防控相关

核心信息,更 新调整其他疾病防控核心信息,采 取多种方式。有针

对性地普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其他疾病防控知识与技能,鼓励

专冢开展科普宣传,解答公众疑惑,开展防疫政策的解读和宣传。

医疗机构加强医务人员防治新冠肺炎知识和技能培训,积极

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根 据本机构特色设置新冠肺炎疫情防治键

康科普专栏,为 社区居民提供健康讲座和咨询服务。充分发挥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强化新冠肺炎痰

情防治知识普及,倡 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广普及中医防病

知识。

其他公共卫生机构在 日常工作中认真总结防控做法和经验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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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职工作 ,积 极主动地开展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健康教育

活动。

卫生健康和中医药相关行业协会、学会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

优势,在 内容、方式及媒介等方面形成常态化的健康教育长效机

制,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卫生健康、中医药行业媒体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宣传

与解读,方 式上不断创新,构 建广覆盖、立体式、信息化的专业全息

媒体传播渠道 ,提 高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传 播健康知识,提 升

预防意识和能力。

四、多部门协同联动 ,提升健康传播效应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贯彻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精神,有 针对性做好本部门、本行业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健康教育活动。

宣传、网信、广电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对媒体传播疫情

防控等健康教育信息的规范和僧理,引 导各类媒体传播权威机构

的科普知识,中 央级媒体健康科普活动的专家原则上从国家级健

康科普专家库产生,省 级媒体从省级以上健康科普专家库产生。

扩展健康科普知识的传播形式,加 强对抗击疫情新网报道、各类节

目优化编排,充 分利用新媒体等载体,创 新健康教育方式方法,提

升传播效果。加强疫情防控和其他健康科普信息监测和评估,及

时清理疫情防控谣言,开展舆论引导。对于出现问题较多的健康

信息平台要依法依规管理。

教育部门组织学校采用多种方式,宣 传普及新冠肺炎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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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让 学生和教职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

自我防护。

科技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门、中医药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加强对药物、疫苗、检测试剂等科研攻关进展的宣传。

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对监所内人员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引

导英养成文明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

民政部门引导民政服务机构根据民政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知识,指 导民政服务

对象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自 觉服从社区防控管

理;指 导社区居委会、村委会配合医疗机构做好社 区健康教育

工作。

交通运输、民航和铁路等部门会同卫生健康、海关等部门指导

相关经营人充分利用交通运输工具及场 (站 )等 载体,加 强健康科

普宣传,普 及疫情防控措施,引 导从业人员和旅客提高自身防护意

识,倡 导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对农贸(集 贸)

市场、商超的指导与科普宣传,推 动经营者落实日常保洁制度9维

护摊位内环境卫生;推 动餐饮经营者推广使用公筷,倡 导戴口罩、

戴手套、保持手卫生和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引 导从业人员和顾客

注意个人防护,最 大限度地降低暴露和感染风险。

文化旅游部门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 导游客遵守旅游活动中

的疫情防护要求、安全警示和文明旅游规定;引 导旅游企业和文化

场所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和技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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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加强出入境人员健康教育和国境卫生检疫工作宣传,普

及传染病防控知识,提高出入境人员科学防病和主动申报意识,引

导出入境人员配合和接受海关国境卫生检疫。

体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运动场馆疫情防控的管理,针

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提供运动场馆及居家科学

健身、合理运动等健康科普知识和方法,加 强疫情常态化情况下对

人民群众的科学健身指导Q

五、充分发挥秦层作用,动员社会力工广泛参与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以 及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要充

分发挥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
“
网底

”
作用 ,发 挥社区联防联控机制

作用,调 动社区家庭保健员、社区志愿者等队伍力量,开展网格化

健康教育指导。制定疫情防控常态化健康教育工作计划.对辖区

居民、办公楼宇、企事业功能单位加强健康教育,告 知疫情相关信

息、就诊等便民措施和疫情防控措施,并 有针对性地开展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使群众充分了解健康知识,掌握防护要点;对接辖区医

疗卫生机构,落 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 高辖区居民疫情防治的正

确认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计生协等群团组织利用自身

网络,针对特定人群,组 织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促进其健

康生活方式的养成。科协会同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建 立健全应

急科普联动协调机制,统 筹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科普宣传工作 ,

指导基层机构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科普宣传活动,引 导公众

科学应对疫情,缓 解心理压力6计 生协深入开展家庭健康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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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做好群众性健康教育;倡 导制定健康家庭

公约,提 高家庭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发 挥基层计生协工

作者、骨干会员、志愿者作用,做群众身边的健康指导员。

六、强化组织保障

(一 )各级人民政府要依法领导健康教育工作,建 立健康知识

和技能核心信息发布制度,加 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普 及健康知

识,向 公众提供科学、准确的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二 )各 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配合,合理制定健康教育方案,不

断建设和完善宣传教育平台.打造点、线、面相结合宣传阵地,推 动

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教育工作格局,提升健康教育效果。

(三 )各地各部门要做好健康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充 分利用

大数据技术获取微博、论坛、贴吧等平台的公众健康需求,发 现虚

假或错误信息及时田应,解答公众疑惑,开展更精准的健康传播。

(四 )卫 生健康部门及时开展健康教育需求与效果评估,并 根

据评估结果开展技术指导和舆论引导。

国务

疫 情

肺炎

合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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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zO21年 1月 15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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