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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卫„2019‟53号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 2018 年度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情况 

的通报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市直及驻汴各医疗卫生单位： 

2018年，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卫生健康委的正确领导下，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按照省市工作部署，认真贯彻新形

势下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履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职能，不断提升

管理水平，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传染病防控工作稳步推进 

一是免疫规划工作稳步提升。以免疫规划标准化建设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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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示范门诊创建为抓手，稳步提升预防接种规范化服务水平。

尉氏县顺利通过省免疫规划县级标准化建设专家组考评验收,达

到县级免疫规划标准化建设优秀标准。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强

化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的意见》，强化我市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确保疫苗质量和接种安全。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应对及

时有力，对全市 10 家疾控机构和 128 家接种单位组织开展了疫

苗安全隐患排查和续种补种工作，做到了全链条，全覆盖，无死

角，立行立改。全市共接受狂犬病疫苗咨询 57 人次，开展补种

30 人次，跟踪观察 37 人次。继续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规划

疫苗接种率 95%以上，信息系统管理覆盖率 100%。二是结核病防

控工作成效显著。市政府印发了《开封市“十三五”结核病防治

规划暨实施方案》，全市各项结核病防治措施落实到位，主要工

作指标达到规划目标要求。积极开展县级结核病标准化门诊建设

工作，全市三县一区的结核病标准化门诊全部达标，率先在全省

成为首批 100%达标的地市，尉氏县被命名为省级结核病防治示

范县。三是传染病防控工作稳步推进。加强重大疾病量化分级管

理，落实联防联控工作制度和传染病归口管理政策，加强疫情监

测，强化宣传培训和督导检查，确保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切实做好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

2017-2018 年开封市流感监测工作位居全省第三名。 

二、慢性病防治和精神卫生工作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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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被重新命名为国家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祥符区被命名为省

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二是慢性病监测扎实开展。扎实做好死

因监测、心脑血管事件新发病例监测、肿瘤随访登记监测等慢性

病监测工作，各项监测工作均在全省前列。祥符区了开展癌症早

诊早治项目工作，每年完成筛查人数2000人。尉氏县开展了农村

癫痫防治管理项目工作，每年完成筛查1620人，治疗810人。三

是脑卒中筛查干预工作深入开展。以市脑卒中防治中心（市中心

医院）为龙头成立了脑卒中专科联盟，加强技术培训，强化脑卒

中等慢性病防治知识宣传，开展慢性病管理技术培训班2期约300

人次，不断提高全市慢性病防治水平。四是高血压防治工作扎实

开展。五个县区启动实施了高血压项目。6月份将在其它县区推

广，有效提升了高血压患者知晓率、控制率。五是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工作精彩纷呈。开展了以高血压和糖尿病等为主题的健康巡

讲活动六场，通过“三减三健”专项行动广泛传播预防疾病相关

健康知识，引导树立健康观念，养成健康行为，提高群众健康素

养水平，促进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健康发展。六是精神卫生工作

成效显著。2018年全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率为4.69‰，

规范管理率为69.64%，完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救治200人，

应急处置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13人，健康教育8625人次。市五院

与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并与尉氏县、通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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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成立了市精神卫生医疗联合体，为广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

了更优质、更高效、更方便的医疗服务。 

三、地方病、职业卫生和学校卫生等工作有力推进 

一是地方病综合防治取得新成效。顺利开展了碘缺乏病、高

碘地区及地方性氟中毒病情监测项目工作。并为63个预脱贫村开

展了生活饮用水水碘水氟含量检测工作，采集生活饮用水水样

318份。二是职业病防治得到加强。设立市中心医院等5家医院为

我市职业病监测哨点医院，职业健康检查及重点职业病监测工作

全面铺开。为有害作业企业职工体检6052人次，收集重点职业病

个案2053人。三是学校卫生工作实现新突破。儿童口腔疾病综合

干预项目工作进展顺利，并为百名儿童免费开展了窝沟封闭。快

速高质量完成了12所学校和4所幼儿园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工作，

完成调查人数总计5208人。四是环境卫生工作有序开展。完成辖

区内城乡饮用水枯水期、丰水期的水质卫生监测工作，共采集城

市生活饮用水148份，农村生活饮用水392份，上报完成率100%，

并进行了信息公示。开展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研究攻关工作，

全市12家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资料收集和上报工作。 

我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成绩的取得，凝聚了全市疾控工作者

的心血，特别是广大基层疾控工作人员，常年坚守在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一线，任劳任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保障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弘扬我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锐

意进取、勇于创新、不畏艰辛、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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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市卫生健康委决定对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29个集体、朱虹等 61名

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希望受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再

立新功、为健康开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1.2018 年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2.2018年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2019 年 3月 26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3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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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年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一、 综合类（5 个）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顺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龙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开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封市结核病防治所 

二、单项类（8个） 

（一）传染病防治 

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免疫规划 

龙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结核病防治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西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四）慢性病防治 

鼓楼区州桥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五）地方病防治 

禹王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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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寄生虫病防治 

顺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七）环境卫生 

顺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八）精神卫生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医疗机构（6）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开封市妇产医院 

开封市中心医院 

开封市人民医院 

四、重大疾病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A 级单位（10个） 

（一）传染病防治 

鼓楼区、龙亭区、顺河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通许县 

（二）免疫规划 

禹王台区、顺河区、鼓楼区、通许县 

（三）结核病防治 

尉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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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朱  虹  市中心医院 

付志新  市中心医院 

刘金梅 市人民医院 

符  娟 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  睿 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红莲 市传染病医院 

张红艳 市妇产医院 

肖智洁 市妇幼保健院 

张  平 市儿童医院 

刘瑞华 市中医院 

关丽瑶 市第二中医院 

张彩霞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巩贵宏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岩岩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庞  娟 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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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辉 市陇海医院 

蒋佳康 第九八八医院开封院区 

牛永勤  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王建红 杞县疾控中心 

高  丽 杞县疾控中心 

陈军凯 杞县高阳镇卫生院 

马红星 杞县高阳镇牛角岗村卫生室 

赵卫霞 尉氏县疾控中心 

王  莹 尉氏县人民医院 

张凡军 尉氏县大营卫生院 

马志强 尉氏县大马乡马庄村卫生室 

陈  瑞 通许县卫健委 

赵加全 通许县疾控中心 

刘海涛 通许县竖岗镇卫生院 

张红霞 通许县邸阁乡牌路村卫生室 

李敬敬 祥符区卫健委 

朱芳敏 祥符区疾控中心 

袁  华 祥符区袁坊乡卫生院 

王志刚 祥符区朱仙镇小店王村卫生室 

刘艳玲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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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南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卫生院 

李东格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双河铺村卫生室 

刘玲玲 顺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渠红芳 顺河区东郊乡卫生院 

杨金棒 顺河区土柏岗乡大杜砦村卫生室 

韩文玲 鼓楼区疾控中心 

宋海燕 鼓楼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季广芳 鼓楼区仙人庄乡马头刘卫生室 

邹亚华 龙亭区疾控中心 

王  军 龙亭区北郊乡卫生院 

刘传威 龙亭区大宏社区卫生服务站 

王金凤  禹王台区卫健委 

尚秀珍 禹王台区南郊乡卫生院 

翟巧丽 禹王台区汪屯乡松楼村卫生室 

李翠翠 市卫健委 

王永伟 市卫健委 

张卫文 市疾控中心 

温  瑞 市疾控中心 

杜鹏程  市疾控中心 

黄昌红 市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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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寒 市疾控中心 

刘继艳 市疾控中心 

闫英洁 市疾控中心 

赵  芳 市疾控中心 

陈  冰 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迎雪 市结核病防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