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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发布

“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 本报记者 王勇

� � 7 月 15 日，《国务院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对外公
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也于当天发布。

《意见》提出，到 2022 年，健
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民
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
活方式加快推广，重大慢性病发
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重点传
染病、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职
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
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
况显著改善。

到 2030 年，全民健康素养水
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
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
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病导致
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均健
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
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
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为实现这些目标，《意见》强
调，要坚持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强化跨部门协作， 鼓励和引导单
位、社区（村）、家庭和个人行动起
来，形成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广泛
动员、人人尽责尽力的良好局面，
实现健康中国行动齐参与。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出了多项重大行动，其中
多处涉及社会力量如何参与。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行动目标是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分别不低于 22%和 30%。

社会方面，动员更多的社会
力量参与健康知识普及工作。

鼓励卫生健康行业学会、协
会组织专家开展多种形式的、面
向公众的健康科普活动和面向
机构的培训工作。 各社区和单位
要将针对居民和职工的健康知
识普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结合
居民和职工的主要健康问题，组
织健康讲座等健康传播活动。 加
强贫困地区人口的健康素养促
进工作。

合理膳食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成人
肥胖增长率持续减缓，5 岁以下
儿童生长迟缓率分别低于 7%
和 5%。

要推动营养健康科普宣教
活动常态化，鼓励全社会共同参
与全民营养周、“三减三健”（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
体重、健康骨骼）等宣教活动。 推
广使用健康“小三件”（限量盐
勺、限量油壶和健康腰围尺），提
高家庭普及率，鼓励专业行业组
织指导家庭正确使用。

全民健身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城乡
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不少
于 90.86%和 92.17%，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7%及以
上和 40%及以上。

要建立健全群众身边的健
身组织，体育总会在地市、县、乡
实现全覆盖，单项体育协会延伸
到群众身边，让想健身的群众加
入到体育组织中。

弘扬群众身边的健身文化，
制作体育题材的影视、 动漫作
品， 鼓励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 普及体育健身文化知识，增
强健身意识。

控烟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15 岁
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于 24.5%
和 2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
口比例分别达到 3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

提倡无烟文化，提高社会文
明程度。 积极利用世界无烟日、
世界心脏日、国际肺癌日等卫生
健康主题日开展控烟宣传；倡导
无烟婚礼、无烟家庭。

关注青少年吸烟问题，为青
少年营造远离烟草的环境。 将烟
草危害和二手烟危害等控烟相
关知识纳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
课程。 不向未成年人售烟。 加强
无烟学校建设。

鼓励企业、单位出台室内全
面无烟规定，为员工营造无烟工
作环境，为员工戒烟提供必要的
支持。

充分发挥居（村）委会的作
用，协助控烟政策在辖区内得到
落实。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其他社
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
与控烟工作或者为控烟工作提
供支持。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居民
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0%
和 30%，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
升趋势减缓。

鼓励相关社会组织、 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对心理健
康从业人员开展服务技能和伦理
道德的培训，提升服务能力。

鼓励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
心、基层老年协会、妇女之家、残
疾人康复机构及有资质的社会
组织等宣传心理健康知识。 培训
专兼职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工作
者， 引入社会力量， 为空巢、丧
偶、失能、失智老年人，留守妇女
儿童，残疾人和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成员提供心理辅导、 情绪疏
解、悲伤抚慰、家庭关系调适等
心理健康服务。

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居民
饮用水水质达标情况明显改善
并持续改善；居民环境与健康素
养水平分别达到 15%及以上和
25%及以上。

鼓励引导志愿者参与，指
导社区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
式。 经常性对公众进行防灾减
灾、 突发事件应对知识和技能
的传播和培训， 提高自救和互
救能力。 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
的地方应定期开展火灾、 地震
等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的应急
演练。

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
分别达到 50%及以上和 60%及以
上，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力争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
上，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

中小学校配备专兼职心理
健康工作人员。关心留守儿童、流
动儿童心理健康， 为学生提供及
时的心理干预。 配备专兼职心理
健康工作人员的中小学校比例分
别达到 80%以上和 90%以上。

积极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开
展各类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有
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冬（夏）令营、
训练营和体育赛事等，吸引儿童
青少年广泛参加体育运动。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65 至
74 岁老年人失能发生率有所下
降，65 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
患病率增速下降。

要加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等社区养老机构建设，为居家养
老提供依托；逐步建立支持家庭
养老的政策体系，支持成年子女
和老年父母共同生活，推动夯实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

全社会进一步关注和关爱
老年人，构建尊老、孝老的社区
环境，鼓励老年大学、老年活动
中心、基层老年协会、有资质的
社会组织等宣传心理健康知识，
组织开展有益身心的活动；培训
专兼职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工作
者。 引入社会力量，为有需要的
老年人提供心理辅导、 情绪疏

解、悲伤抚慰等心理健康服务。
支持社会组织为居家、社

区、机构的失能、部分失能老人
提供照护和精神慰藉服务。 鼓励
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居家
养老服务。

政府将实施老年人心理健
康预防和干预计划， 为贫困、空
巢、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和高龄独居老年人提供日常
关怀和心理支持服务。

鼓励养老机构与周边的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
作，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
区、家庭。 支持社会力量开办非
营利性医养结合服务机构。

推进老年人社区和居家适
老化改造，支持适老住宅建设。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心脑
血管疾病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209.7/10 万及以下和 190.7/10
万及以下。

鼓励、支持红十字会等社会
组织和急救中心等医疗机构开
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全
民应急救护知识，使公众掌握基
本必备的心肺复苏等应急自救
互救知识与技能。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取得急
救培训证书的人员分别达到 1%
和 3%，按照师生 1∶50的比例对中
小学教职人员进行急救员公益培
训。 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
配备标准，在学校、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机场、车站、港口客运站、
大型商场、 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
所配备急救药品、器材和设施，配
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每 5 万人配置 1 辆救护车，
缩短急救反应时间，院前医疗急
救机构电话 10 秒接听率 100％，
提高救护车接报后 5 分钟内的
发车率。

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

加强艾滋病、 病毒性肝炎、
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 努力

控制和降低传染病流行水平。 强
化寄生虫病、 饮水型燃煤型氟砷
中毒、大骨节病、氟骨症等地方病
防治，控制和消除重点地方病。到
2022年和 2030年， 以乡（镇、街
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

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艾滋病
防治工作，支持社会团体、企业、
基金会、有关组织和志愿者开展
艾滋病防治宣传、感染者扶贫救
助等公益活动，鼓励和支持对易
感艾滋病危险行为人群开展动
员检测和综合干预、感染者关怀
救助等工作。

动员各方广泛参与

《意见》要求凝聚全社会力
量，形成健康促进的强大合力。

鼓励个人和家庭积极参与
健康中国行动，落实个人健康责
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各单位
特别是各学校、各社区（村）要充
分挖掘和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开
展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创造健康
支持性环境。 鼓励企业研发生产
符合健康需求的产品，增加健康
产品供给，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
企业要作出表率。

鼓励社会捐资，依托社会力
量依法成立健康中国行动基金
会，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保障
机制。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健康类产
品和服务。 卫生健康相关行业学
会、 协会和群团组织以及其他社
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指导、组
织健康促进和健康科普工作。

《意见》还提出要加强宣传
引导。 各有关责任部门要根据本
行动要求，编制群众喜闻乐见的
解读材料和文艺作品，并以有效
方式引导群众了解和掌握，推动
个人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设立健
康形象大使，评选一批“健康达
人”， 发挥形象大使和“健康达
人”的示范引领作用。 加强正面
宣传、 科学引导和典型报道，增
强社会的普遍认知，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 � 3 月 1 日，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治疗师杨艳（右）在协助两岁脑瘫患儿果果（化名）
进行感觉统合康复训练。 新华社发（陈泽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