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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提升群众健康水平
——解读《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方案》

“治理餐饮服务单位和农贸市场环境
卫生是爱国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
场监管部门维护市场秩序、筑牢安全底
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
重要措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马翔
介绍，全省餐饮服务单位要全面落实“不
达标就整改、不整改就停业”和“7个达标”
要求，确保餐饮消费放心、安心、舒心。

“7个达标”包含周边环境整洁达
标。保持门前路面整洁，餐馆周边无杂
物、无垃圾、无积水、无污物；就餐场所干
净达标。保持门窗、桌面、座椅、地面洁
净，有顾客洗手设施，卫生间设置合理、
配套齐全；后厨合规达标。全面落实《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明厨亮
灶”要求，严格规范后厨卫生管理；仓储整
齐安全达标。食品分类分区存放，防止混
放造成交叉污染。开展食品原料自查，禁
止采购明令禁止食品。禁止采购经营野生
动物、长江流域渔获物，以及未按规定进
行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或来源不
明的食品原料；餐饮用具洁净达标。餐饮
具的清洗消毒场所要满足卫生要求，集中
消毒企业要有合法资质证照；从业人员健
康达标。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个人卫
生管理，消除传染病隐患；配送过程规范
达标。餐饮外卖食物采用密封盛放或使用

“食安封签”，防止配送过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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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垃圾全消除是‘清垃圾专项行
动’的总目标。”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
厅长赵志勇说，将整治城乡建成区裸露
垃圾。以道路路面、背街小巷等区域为重
点，加大环卫清扫保洁工作，消除城乡建
成区范围内裸露生活垃圾。大力推进道
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提高城市道路
机械化清扫率。昆明市主城区达到 80%
以上，地级及州府所在地城市达到 70%
以上，县城达到60%以上。

消除交通沿线裸露垃圾。抓好公路
保洁工作，做到路面无生活垃圾、无浮石
浮沙、无灰尘堆积，公路护栏定期清洗；
全面清除公路沿线用地范围内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等乱堆乱放的污染物；及时
清理高速公路服务区垃圾，做到日产日
清，无裸露垃圾。加强航道养护管理，及
时清理重点航道内影响航道安全、航道
环境的漂浮物、各类垃圾、堆积物。铁路
车站站房内垃圾每日清理、确保干净整
洁，整治铁路沿线危害铁路安全运营的
有害垃圾，定期清理铁路沿线裸露垃圾。

扎实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围绕清理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塘沟渠、清理畜禽粪

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人居环境
的不良习惯等重点工作，持续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行“门前三
包”责任制，按照自然村规模配备保洁员，
实现所有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定期组
织农户清扫，实现村内户外道路、公共活
动场所、水塘沟渠等无裸露垃圾，保证
村庄垃圾有人清扫、有人清运，不乱堆乱
放，环境干净整洁。根据村庄实际，建设
能满足垃圾投放需要的收集清运设施。

加快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按照
《云南省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整治技
术指引（试行）》，按照“一处一策”的原
则，全面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加
强各项管护制度建设，落实长效管护责
任，杜绝垃圾复堆、偷倒等行为。

因地制宜开展生活垃圾治理。结合
实际需求建设垃圾转运站，有条件的应
建设压缩式垃圾转运站；定时清运收集
的生活垃圾；城市建成区、距离城市较近
的乡镇、村庄，采取城乡一体化模式，将
收集的生活垃圾纳入城镇终端处理设
施，实现无害化治理，距离较远的，因地
制宜就近治理。

“开展公共厕所全达标行动，确保用
一年半时间，巩固提升城镇建成区旱厕消
除成果，完善公共厕所监督管理机制，确
保公共厕所内外干净、卫生、无异味，服务
质量高，设施设备完好，提升公共厕所品
质形象。”赵志勇表示，主要抓好三项工
作，全面消除学校旱厕，大力推进学校卫
生厕所标准化建设，改造提升6933所学
校7120座旱厕。完善洗手设施，建立完备
的管理制度，落实厕所保洁、消毒、运行维
护措施，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明（地面
净、墙面净、厕位净、周边净，无溢流、无蚊
蝇、无臭味，水通、电通，灯明）”标准。

公共厕所管理达标。确保全省城镇
消除旱厕，所有城市公共厕所达到“三无
三有”（无粪便、无臭味、地面无水渍，有
手纸、有洗手液、有香薰）标准。巩固提升
城镇建成区旱厕消除成果，新（改）建
1000座城市公厕达到二类标准，新（改）
建1100座旅游厕所达到A级以上标准。

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公共厕所运行维护
管理，全面落实厕所粪便、尾水无害化消
毒处理，完善洗手设施，加强景区景点、
影剧院、博物馆、旅游交通沿线、高速公
路服务区、地铁站内、城镇建成区内加油
站点、商场、超市、铁路高铁车站、机场航
站楼和城市公共厕所运营维护管理，达
到“三无三有”标准；加强国（省）道公路
沿线服务区、客运站、铁路普通车站、农
贸市场和乡镇镇区公共厕所运行维护管
理，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明”标准。

农村公厕提质达标。积极稳妥推进
农村公厕建设改造，选择适宜的技术和
改厕模式，探索多种形式的厕所粪污处
理资源化利用模式，新（改）建农村无害
化卫生公共厕所1500座以上，确保行政
村村委会所在地1座以上无害化卫生公
共厕所全覆盖。将农村公厕保洁、设施设
备管理维护纳入村规民约，达到干净、卫
生标准。

“洗手设施全配套专项行动是巩固全
省疫情防控成效，引导人民群众养成‘勤
洗手’生活卫生习惯，解决好时时处处

‘能洗手’问题，有效减少各种传染病毒
经手传播的具体举措，也是提高城乡建
设和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目前，云南在
国内尚属第一个省份全民倡导的行动。”
赵志勇表示，要以“因地制宜、方便实用”
为基本原则。以学校、医疗机构、集贸市场、
室内公共场所、公园广场、客运站（码头）、
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8类公共场
所为重点，整合现有城镇公共厕所、应急
避难场所等区域洗手设施，并在现有手触

式水龙头改造升级为感应式水龙头的基
础上，对于人员流动大的区域规划、新
建、配置一批感应式便民洗手设施，加强
盥洗废水排放去向管理，避免污染环境。

在有条件的区域还将同步配置增加
洗手液、擦手纸、干手器等设施。确保达
到公共场所洗手设施数量足够、质量达
标、管理到位、方便使用，让人民群众无
论是在大街小巷、交通沿线、旅游景区，
还是在上学、看病、就餐、乘车、购物、休
闲之地，都会有满足方便洗手的配套设
施，让勤洗手、讲卫生成为健康云南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杨洋在 7月 30日召开的云南省推
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这次专项行动坚持以保障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直接回应和聚焦群众反映强
烈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每一个专项
行动都附有任务清单、责任单位，确保
措施实实在在、责任清清楚楚、目的明
明白白。同时，在监督、考评、奖惩等方
面都作出了创新实践，更加契合新时期
社会监督治理模式。此外，坚持每月召
开全省的推进会，及时总结经验、解决
突出问题，确保行动实效；把社会和群

众满意度作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和依据，
由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每个
季度随机暗访一次，不通知、不开会，以
曝光、通报、整改问题为主，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同时，在“一部手机游云南”“一部手
机办事通”设置投诉举报专栏，在电视
台、电台设置专项整治曝光台，开通专线
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强化社会监督；引入
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在行动中
期和结束前进行两次独立评估，强化日
常抽查和评估权重，评估结果作为省政
府表扬表彰的主要依据。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目前，我省居民健康知识普遍缺乏，
吸烟、酗酒、运动不足、饮食不健康等不
良生活方式较为普遍，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杨洋说，省卫健
委为此提出“科学健身、控烟限酒”的社
会倡导，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每天坚持
一次工间操，学校每天开展一小时以上
体育活动，促进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
面禁烟；把今年疫情防控中“保持社交距
离、实行分餐公筷”等有效阻断病毒传播
的措施进行总结提炼，上升为社会倡导；

针对云南传统特有的食用野生动物、生
肉、草乌、腌肉、腌菜等不良习惯，容易引
起食物中毒和罹患人畜共患疾病，发出
了“革除陋习”的倡议，树立健康饮食新
风尚；发出了“勤于洗手”的倡导，让勤洗
手成为一种行动自觉和好的生活习惯；
倡导开展爱国卫生大扫除活动，在每月
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统一开展卫生大扫
除。杨洋表示，通过这些倡导和大扫除活
动，让人人成为健康第一责任人，人人树
立健康文明新风尚，人人参与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

“目前，全省共有1995个农贸市场，
其中既有合规达标的标准化室内市场，
也有大量的大棚市场和沿街的临时市
场，根据前期摸底调查结果将进行分类
指导整治。”马翔说，结合全省农贸市场
的实际情况，将整治农贸市场乱象，落实
农贸市场有完善的硬件设施、有严格的
管理措施、有卫生整洁的场容、有安全放
心的商品、有井然有序的周边环境作为
工作总要求，努力实现农贸市场净化、美
化、规范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总目标。

同时，突出严格落实市场环境卫生
标准要求，加强对操作台面、垃圾桶、活
禽及水产等区域和部位重点消杀，着力

整治市场环境卫生；落实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严格防止疫情通
过冰鲜肉类、活禽、水产等商品传播，着
力加强市场疫情防控；压实市场开办
者、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着
力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加大检查力
度，强化食用农产品安全检测；加强水
生、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销售行为监
管；倡导和鼓励集中屠宰、检疫合格的
白条禽上市交易，着力规范活禽交易；
开展农贸市场周边环境提升工程，着力
清理市场周边环境；实施标准化农贸市
场示范工程，着力提升农贸市场标准化
水平等重点工作。

“为解决长期以来公共场所清洁消
毒不全面、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问
题，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省卫健
委将在全省公共场所开展以‘环境卫生
制度化、清洁消毒标准化、疫情防控常态
化’为主题的清洁消毒行动。”云南省推
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省卫健委主任杨洋说，分门别
类对学校、医疗机构、机场、车站、公共交
通工具、文化娱乐场所等重点场所，酒店
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梯扶手、座椅等高

频接触物体表面，杯具茶具、床单被套、
毛巾浴巾等可反复使用的物品用具，提
出了清洁消毒的标准、频次及方法，明确
了进入公共场所人员必须检测体温、扫
健康码等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在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全覆盖的基础
上，对机场候机楼、车站、高速公路服务
区、A级以上旅游景区、四星级以上宾馆
提出了卫生管理全达标的更高要求，打
造让人民群众安全放心的公共场所。

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全参与

农贸市场环境卫生全提升

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全覆盖

就餐环境全改善

公共厕所全达标

洗手设施全配套

7月30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推进爱国卫

生“7个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在今年7月到明年底，在全省开

展以“清垃圾、扫厕所、勤洗手、净餐馆、常消毒、管集市、众参

与”为主题的“7个专项行动”，全面消除城乡裸露垃圾，消除城

镇旱厕，完善公众洗手配套设施，改善餐饮服务环境卫生，大力

推进公共场所常态化清洁消毒，彻底改变农贸市场“脏、乱、差”

现状，引导全社会形成健康文明新风尚，全面推进全省卫生城

镇创建达标，着力健全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推动从

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

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在“7个专项行动”中，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清垃圾、扫

厕所、勤洗手”3项行动，省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净餐馆、管集市”2

项行动，省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常消毒”、“众参与”2项行动。

清垃圾

消除交通沿线裸露垃圾、推进村庄清洁

行动、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因地制宜开展

生活垃圾治理 扫厕所

公共厕所管理达标：新（改）建1000座城市公厕达到

二类标准，新（改）建1100座旅游厕所达到A级以上标

准；农村公厕提质达标：新（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公共厕

所1500座以上，确保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1座以上无害

化卫生公共厕所全覆盖

勤洗手

以学校、医疗机构、集贸市场、室内公共场所、公园

广场、客运站（码头）、旅游景区、高速公路

服务区等公共场所为重点，新建、配置一批

感应式便民洗手设施。 净餐馆

就餐环境做到周边环境整洁达标、就餐场所干

净达标、后厨合规达标、仓储整齐安全达标、餐饮用

具洁净达标、从业人员健康达标、配送过程规范达标

在全省公共场所开展以“环境卫生制度

化、清洁消毒标准化、疫情防控常

态化”为主题的清洁消毒行动

常消毒

结合全省农贸市场情况，落实农贸市场有

完善的硬件设施、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有卫生

整洁的场容、有安全放心的商品、有井然有序

的周边环境，努力实现农贸市场净化、美化、规

范化、精细化、标准化

管集市

众参与

倡导“科学健身、控烟限酒”“保持社交

距离、实行分餐公筷”“革除陋习”“勤

于洗手”“开展爱国卫生

大扫除”

77月月3131日日，，云南省爱国卫生专项行动云南省爱国卫生专项行动““众参与众参与””在昆明启动在昆明启动。。 安宁市安宁市““小红帽小红帽””志愿服务队清洁环境卫生志愿服务队清洁环境卫生。。

砚山县蚌峨乡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砚山县蚌峨乡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执法人员和志愿者走上街头清理垃圾执法人员和志愿者走上街头清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