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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前言

Ø 规范依据

·4·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前言

Ø 文件要求

·5·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关于印发2017年度我省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估
指标和目标值的通知》（粤基
本公卫服务办〔2017〕23号）



前言

Ø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6·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前言

Ø 规范指南

·7·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服务对象及内容2



服务对象及内容

Ø 服务对象

·9·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辖区内常住居民
p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一定时间（指半年以上）的人口。

Ø   包括：

    1）户籍在本辖区，平时也居住在本辖区；

    2）户籍不在本辖区，但在本辖区居住半年及以上。

Ø   不包括：

    户籍在本辖区，但离开本地半年以上。



服务对象及内容

Ø 服务内容

·10·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p宣传普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配
合有关部门开展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p对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0～6岁儿童家长（农民工）
等人群进行健康教育。

p开展合理膳食、控制体重、适当运动、心理平衡、改善睡眠、限盐、
控烟、限酒、科学就医、合理用药、戒毒等健康生活方式和可干预
危险因素的健康教育。



服务对象及内容

Ø 服务内容

·11·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p开展心脑血管（高血压、冠心病）、呼吸系统（哮喘）、内分泌系统
（糖尿病）、肿瘤（乳腺癌和宫颈癌）、精神疾病等重点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和结核病、肝炎、艾滋病（流感、手足口病和狂犬病、布病）
等重点传染性疾病的健康教育。

p开展食品安全、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饮水卫生、学校
卫生和计划生育等公共卫生问题健康教育。

p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防灾减灾、家庭急救等健康教育。

p宣传普及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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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标

·13·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每年提供不少于12种内容的印刷资料，含2种以上中医药内容

n印刷资料的种类按内容统计，折页、手册、宣传单张、宣传画等印刷
材料内容属同一类的（主题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按一种计算

n所有健康教育处方只按一种计算

n资料主题内容与服务规范要求的内容相一致；内容至少覆盖5类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大项目）

n每种印刷资料应有来源及发放记录，无记录的该种资料不计算

n形式：折页、健康教育处方、健康手册

Ø 3.2.1  健康教育印刷资料



工作指标

·14·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不少于6种内容的健康教育印刷资料(不计海报、就医指南、中心介绍、
健康教育处方、条例、法规、规范等资料) 发放数量在500份以上。

n自行复印的简单健康教育宣传资料或含有广告内容的，不在考核要求
的发放数量计算范围内

n工作记录要求：保留宣传资料小样；来源去向清晰

n发放途径：放置于资料架、诊室、咨询台取阅，入户随访、结合活动
服务时派发相关主题的资料等形式

n每年最少新增1种健康教育资料（不计健康教育处方)。

Ø 3.2.1  健康教育印刷资料



·15·

n新增方式以自行制作为最
优，也可以为付款购买

n发放数量在500份以上

n需保留相关单据（包括发
票、送货单，复印件亦可）

n需明确制作时间（年度）

n若完全自行制作或使用模
版自行印制需加单位名称

n新增资料于系统入库时，
需录入经费

格式参考

l 新增资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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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印刷资料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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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国考指标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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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6年度国考指标及标准

数据资料来源：

Ø基层机构提供2016年制作、领取、发放健康教育印刷资料的记录。

评分标准：

Ø种类（这里指印刷资料的形式）：健康教育折页、健康教育处方、
健康手册。

Ø数量（指内容的数量）：≥12种，其中至少有一种中医药健康教育
资料。

Ø内容：覆盖5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出明确、正确的行为建议。

Ø考核当时不能故意修改、伪照记录、临时增补印刷资料。



工作指标

·19·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门诊候诊区、观察室、门诊大厅、中心输液室等位置设置固定视频播放点，
位置设置合理，有效播放（有声音、图像清晰、便于观看等）

n每年播放健康教育音像资料不少于6种主题，种类按内容统计，其中中医
药内容不少于2种（主题、内容相似者，只按一种统计）

n播放内容提出明确、正确的行为建议

n每天（正常应诊时间）播放不少于2次（上下午各1次），每次不少于30
分钟，每月累计播放时长不少于30小时【实际播放要求】

n工作要求：播放登记等工作过程记录资料完整。

n注意：播放累计时间汇总统计需准确；国家报表次数统计-一天一次

Ø 3.2.2  健康教育音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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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音像资料质量要求



工作指标

·21·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p中心（卫生院）设置不少于2个健康教育宣传栏（专栏），卫生站
不少于1个，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栏头

n每个宣传栏面积不少于2平方米；中心位置距地面1.5~1.6米高

n位置一般设置在户外、候诊室、输液室、收费大厅、走廊等的明显
位置

n位置固定，不得附带有事业广告等非健康教育内容。如内容为单纯
海报或标语，不纳入计算。

n不属于：公告栏、展板、黑板、电子显示屏、张贴海报、报纸

Ø 3.2.3  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



工作指标

·22·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2个符合面积要求的固定健康教育宣传栏同时更换不同主题内容计算1
次，每年总更新至少7次，即至少14期（只统计本机构内部）

p健康教育宣传栏每2个月最少更换1次内容，至少6次/栏/年

n需有至少两期中医内容，要求为全版

n版面需有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年度月份和期数）等信息；有文字和
插图（图文并茂）；内容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提出明确、正确的行为
建议

n照片的要求：近距离照片（可见版面内容）、远距离照片（可见周围
环境）各1张

Ø 3.2.3  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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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版式要求

健康教育宣传栏

主题明确

出版单位
及时间

注明健康
教育专栏



供参考• 图例：

·24·

近距离照片
（内容）

远距离照片
（位置）



供参考• 图例：

·25·



注意问题• 图例：

·26·

上图的宣传栏，省培训时是只定义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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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宣传栏质量要求

评价指标

1.内容评价
（1）信息准确
（2）文字简洁，通俗易懂
（3）有明确的行为建议
（4）每段只围绕一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2.设计评价
（5）有“健康教育宣传栏”的栏头

（6）背景清新，色彩明快

（7）版块清晰，布局合理
（8）字号大小、行距合适，正常视力者在1.5米处能清晰阅读
（9）插图与内容相关并有自明性
（10）背景色、插图或装饰性图案等不能影响文字阅读
（11）有制作机构落款署名
（12）有制作日期
3.硬件设施评价

（13）设置位置合理（明显位置，无遮挡，人们经常走动或聚集的地方）

（14）高度合适（中心距地面1.5～1.6米）

（15）有保护设施（如铝合金框、玻璃橱窗，能够防雨/日晒/风等）

健康教育宣传栏质量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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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6年度国考指标及标准

Ø内容：有文字和插图，提出明确、正确的行
为建议



3、健康教育宣传栏

Ø设置不合格
Ø位置不合适
Ø面积、高度等不合要求
Ø无“健康教育宣传栏栏头”

Ø内容更换不及时

Ø未标明年份、期数、制作单位

Ø无更换记录

省考及国考发现的问题

具体问题列举

每一期宣传栏除张贴照片外，保
留一份能看清内容的设计小样。

·29·

如在户外，要防雨、防风、防

晒；面板可打开，更换内容

公告栏
展板
黑板
电子显示屏
张贴海报、报纸



工作指标

·30·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Ø 3.2.4  健康知识讲座



工作指标

·31·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p全年次数不少于12次，且每月至少1次

n涉及中医内容的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2次

n最少涉及3类重点目标人群

n主题内容至少包括健康教育服务内容中的5项

n参加总人数应不少于辖区常住人口1.5%

n对象需为本机构外的居民（对象为机构内医护人员或村医的为培训，不纳入
讲座统计次数）

n讲座内容与听课对象匹配；讲座内容提出明确、正确的行为建议

n工作过程记录完整（通知或方案、签到、讲义或课件、现场照片、健康教育
活动记录表【小结、发放资料登记情况】等），记录不完整不纳入计算。

Ø 3.2.4  健康知识讲座



工作指标

·32·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独立讲座次数统计原则：时间（天）、主题、对象中两者不相同即为一场独
立的讲座【其中若对象（及地点）不相同时，时间、主题相同的讲座可计算
为不同次数】

n提示：系列主题讲座（如孕妇学校、学校系列等同一类型单位、同一类型对
象），只换算统计为1次考核指标数（记录可按日期分开录入，统计工作量；
或整合为1次系列活动累计人数，记录日期为最后1次活动日期）

n提示：学校类的讲座，人数多签到难的可由该单位出具说明代替；使用多媒
体或广播开展的，现场照片不能体现具体人数的讲座，结合人数证明即可

n注意：现场照片显示人数必须与记录登记人数及签到人数相一致，提供照片
中需有清晰显示主题、时间、单位的信息（可于ppt中显示）

Ø 3.2.4  健康知识讲座



供参考• 图例：

·33·



注意问题• 图例：

·34·

上传的现场活动（讲座、
咨询、干预活动等）照片
需清晰，能看清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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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讲座质量要求



Ø 课件打印小技巧：

·36·

感谢越秀区同事友情提供
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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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6年度国考指标及标准

Ø讲座质量：随机抽查2016年中2次讲座的课件或教案。
内容与听课对象匹配。提出明确、正确的行为建议



工作指标

·38·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每年活动次数不少于9次；不少于2次中医药内容；需至少3次结合卫生
日（无烟日）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开展】

p一次活动一个主题（省培训要求）

n参加总人数不少于1000人；地点需于本辖区内举行，服务对象为辖区内
居民

n举办主题需与实际内容相一致，现场照片内容需反映实际主题，有横幅、
水牌（照片需清晰显示，有具体时间及主题），统计人数与照片资料相
匹配

n附有完整记录（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填写完整，附有通知、计划/方案、
工作人员签到表、咨询信息登记表、照片等），记录不完整不纳入计算。

n提示：同一主题的系列咨询活动只换算统计为1次考核指标数

Ø 3.2.5  公众健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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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咨询信息登记表

咨询医
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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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公众健康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签到表
活动组织
单位填写



供参考• 图例：

·41·



供参考• 图例：

·42·



注意问题• 图例：

·43·

上传的现场活动（讲座、咨询、干预活动等）照片不能类似上图情况，
没有任何时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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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咨询质量要求

评价指标 标准

1.咨询主题经过需求评估或围绕卫生主题日开展

2.咨询人数 咨询人数在40人以上

3.发放健康教育资料 配发健康教育宣传材料2种以上

4.展板数 配合活动制作展板4块以上

5.横幅 有活动宣传横幅

6.资料档案完整性
档案完整（活动方案、活动通知、医务人员签到表、咨询信
息登记表、活动记录表、照片）

加分项 咨询活动中，有简单体检、测试、技能培训、互动体检等。

公众健康咨询服务质量评价表



工作指标

Ø 3.2.6  个体化健康教育服务-（1）

·45·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1）健教处方【门诊】

n门诊医生诊治病人时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疾病健康教育
处方。

n有不少于15种正确的常见疾病的健康教育处方，并根据实际情况
发放，有相关的完整发放记录。

n提醒：每月填报数据为门诊医生或上门随访时实际发放的数量，
而非出库数量

n注意：健康教育处方不需要在系统中进行出库录入



工作指标

·46·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2）健教干预活动【上门访视】
n干预活动定义为参与式的活动，需与传统讲座、咨询活动形式区分，非单

向的知识传播

n小组需由健教专责人员牵头成立，需有固定的健康活动小组成员（不少于
20人）

p需对小组成员开展个体评估

n活动形式灵活，可为：小组讨论、健康经验分享、行为及技能的演练与传
授（太极拳、八段锦）、健康指导、文体活动（户外活动、广场舞）等

n小组成员名单需具备以下信息：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方式、健
康状况等

Ø 3.2.6  个体化健康教育服务-（2）



工作指标

·47·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小组成员需为辖区内的常住居民，机构内的医护人员不能作为考
评指标统计的成员，小组成员建议为健康人群

n每季度需开展一次活动，组织者与成员需有现场活动，每次参与
该干预活动人数不能少于15人

n附有完整的活动过程记录（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填写完整，附有
通知或方案、签到、照片等）。

n小组成员固定，不建议频繁更换，可以适当调整或者增加人员。

Ø 3.2.6  个体化健康教育服务-（2）



工作指标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1）

·48·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1）健康教育需求评估

n时间：年初（2月底前）应完成评估报告

n方法：收集资料、调查（问卷、访谈）

n可利用及参考的资料：社区诊断、社区概况一览表、健康档案资料、

其他服务包专线情况、门诊记录及数据、上年度效果评估资料、上年

度工作总结、居民需求问卷调查等

n架构完整，分析有针对性，主要问题、目标、措施要有逻辑关系



工作指标

·49·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 基本框架内容

一、社区概况（背景）

二、社区资源（背景）-【包括卫生及非卫生资源】

三、评估工作过程概述（来源）-完整的【包括调查及查阅资料】

四、辖区主要健康问题及行为因素（现状）

五、健康教育目标任务（要做什么）

六、拟采取的具体实施措施（怎么做）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1）



工作指标

·50·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年度工作计划
p 需使用正式文件形式，即红头文件形式，加盖公章（最低要求）

p 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与区级计划相对应

p 提醒：不能仅为健康教育服务包工作内容

p 提示：可参考区级工作计划（选取与自身相关的工作任务内容），结合本辖
区具体情况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2）



工作指标

·51·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工作分解安排
p 与计划对应

p 应包括其他如需求评估、全员培训、效果测评等工作安排内容

p 需每月安排具体的工作主题（可参考卫生日、当季度重点流行病等）

p 需有明确的工作形式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2）



工作指标

·52·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年度工作情况总结
p 需按市级或区级要求完成相应工作任务

p 内容包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实际工作情况及相关数据

p 行文形式与计划相同（即加盖公章）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2）



工作指标

·53·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按全市年度健康教育效果测评方案完成效果评估工作

n完成居民健康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
p 应附有相关的工作过程记录资料

n根据每年公布的工作要求，开展相关工作任务。

n按要求报送工作情况数据，各项工作进展统计报表（年

度报表、季度报表）按时报送、完整。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3）



工作指标

·54·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建立基本工作过程记录台帐，健康教育服务工作数据有

汇总整理，工作过程记录资料清晰规范。

n每项服务活动均应有整体工作情况数据汇总。

n每个独立的服务活动应附有相关的完整工作过程记录资

料档案（如记录、照片、通知或方案、签到、课件或教

案、发放印刷资料样板等）。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4）



工作指标

·55·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工作档案资料真实。

n工作过程记录资料应附有原始佐证材料，不得弄虚作假、

擅自篡改实际工作情况资料。

Ø 3.2.7  健康教育服务质量评价-（5）



工作指标

·56·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健教工作网络完整，涵盖整个辖区的工作网络，有辖内主要单位

【学校、街道（镇）、居委（村）、机团、企事业单位】的联络

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n需有正式的健教领导小组文件、工作职责、工作制度

n领导小组组长需由主任（院长）担任（分管领导亦可）

n健教岗位需由参与市级岗位培训并取得培训证明的人员担任

Ø 3.2.8  健康教育技术质量评价-（1）



工作指标

·57·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专责人员参与市、区两级培训

Ø每年接受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不少于8学时
p需参与市级及区级的健教业务技能培训，并进行培训情况的小结记

录
p专责人员需取得每年度的市级岗位培训证明

Ø 3.2.8  健康教育技术质量评价-（2）



工作指标

·58·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健康教育专业技能培训
p每年业务技能培训至少1次以上，有完整记录
p医护人员（对外提供医疗服务），覆盖率累计达95%以上（照片显

示人数需与签到及记录统计人数相符）
p内容需为健康教育相关（服务包指标、演讲技巧、PPT制作、工作

评估等业务技能相关）
p附有完整记录（通知或方案、签到、照片、培训记录、教材或大纲

等）。

Ø 3.2.8  健康教育技术质量评价-（3）



供参考• 图例：

·59·



其他事项4



其他事项

·61·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七）充分利用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网络和宣传阵
地，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普及卫生计生政策和健康知识。 

Ø 服务要求（新增）



其他事项

·62·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所有签到需保留并提供原件。若为复印件，需于活动或
培训当天拍摄原件的原始照片。系统上传签到可以压缩
或者照片插入word文档中上传。

n若发现弄虚作假，则取消所属项目全部得分，按每个作
假记录来扣分；并将情况通报市卫计委。

Ø 注意事项



其他事项

·63·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Ø 附件
填写活动的主体形式（五种之一）
必要时进一步说明具体形式

填写活动名称，必要时进一步说明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名称

义诊/咨询填写全部实际提供义诊/咨询服务的
医生姓名

尽可能具体，如XX社区居民、XX企业员工、XX
工地建筑工人，不确定时填写社会人群

按照规范中所述材料形式填写；未使用材料时
填写“0”，或者“未使用”

尽可能详尽描述活动过程

侧重成效、产出，经验；指出存在的问题

在相应项目划√，可多选



其他事项

·64·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n手机扫描软件：扫描全能王。

Ø 扫描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