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卫计函〔2017〕35 号 

 

 

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 2016 年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的通报 

 

各区（市）县卫计局、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社会事业

局，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各区（市）县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机构： 

根据市卫计委《2016 年区（市）县卫生计生工作目标绩效

考核实施细则及指标体系》（成卫计发〔2016〕34 号）和

《2016 年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成卫计办〔2016〕93 号）等

相关要求，市卫计委和市支队相关负责同志组成专项考核工作

组，对区（市）县（含高新区、天府新区）2016 年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工作进行考核，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情况 

2016 年，全市卫计部门和综合监督执法机构围绕全市卫生

计生重点工作任务，加大监督抽检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各

种违法行为，按要求开展了公共场所、涉水产品、消毒产品、

传染病防控和校内卫生机构、托幼机构、计划生育和母婴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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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机构、中医医疗、临床用血、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等 28

个专项整治工作，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合法权益。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全市卫计部门和监督执法机构共开

展监督检查 88430 户次，监督合格率 98.09%；抽检健康相关产

品类样品 1967 件，抽检合格率 95.02%；受理、办结各类投诉

举报 943 件；办结行政处罚案件 613 件，罚没款 306.99 万元，

分别是 2015 年的 1.22 倍和 2.01 倍。 

（一）公共场所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1．公共场所卫生 

2016 年，针对群众关注的游泳场所、住宿场所等监管重

点，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采取现场快检和实验室检测相

结合的方式，共监督检查公共场所 6762 户，抽检公共场所

1784 户，合格率 96.40%，圆满完成了四类公共场所、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的监督抽检工作，确保了公共场所室内空气、顾客用

品用具、水质以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质量。 

青羊区通过“青羊卫生计生监督”微信平台及时公示游泳

场所水质抽检报告和信誉度等级，为市民查询和选择健康安全

的游泳场所提供了便利；都江堰市采取逐户指导、错时延时服

务、统一卫生信息公示栏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展电影院 3D

眼镜专项检查，并超额完成公共场所监督抽检任务；龙泉驿区

联合《龙泉开发报》对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进行报道，收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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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效益。 

2．生活饮用水及涉水产品卫生 

一是按要求完成集中式供水和居民住宅区二次供水的卫生

管理工作，全市共监督检查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单位 354

户，合格率为 93.20%；二是认真开展水质现场监测工作，每季

度均对全市五个水厂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并开展水质现场快

检，合格率 100%；三是做好涉水产品卫生安全监管工作，随机

检查涉水产品生产企业、经营单位 148 户，抽检涉水产品 38

个，合格率 100%。 

青白江区加大对新型供水方式的监管力度，在辖区内推

广、制作了现制现售水卫生安全公示信息公示牌，并对不符合

要求的现制现售水实施了行政处罚，开拓了饮用水行政处罚新

领域；金牛区在完成规定涉水产品抽检任务的前提下，主动增

加了居民小区内现制现售水的监督抽检，超额完成了任务。 

（二）学校卫生监督 

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机构在日常性监督检查基础上，结合春

秋季开学、高中考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大对学校教学环境卫

生、传染病防控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重

点监督检查了 533 所中小学校的教学环境、741 所学校的传染

病防控和 154 所学校的饮用水卫生，对 253 所中小学开展了学

校卫生综合评价。同时，联合教育、食药等相关部门开展校内

卫生机构、托幼机构卫生等专项执法，覆盖全市各级各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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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幼托机构 3176 所，其中小学、中学的监督覆盖率达

100%。此外，还对 128 户托幼机构的工作人员手、杯子和玩具

进行了卫生监督抽检，合格率 93.00%，抽检学校生活饮用水

101 户，合格率 98.00%。 

青羊区努力争取专项工作经费，连续三年开展辖区内中小

学校量化评分综合评价，并利用对比分析的数据指导学校卫生

监管工作；大邑县对辖区内 60 所托幼机构全部开展了专项检

查，进一步摸清全县托幼机构的基本情况，并在检查中立案查

处 8 家托幼机构，罚款 10200 元；新津县结合春秋季开学时间

节点，对辖区内学校和托幼机构开展了专项整治，处罚力度大

幅提高，有力促进了该县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 

（三）医疗卫生监督与计划生育监督 

2016 年，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机构在全面加强医疗服务市场

监管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中医监管、临

床用血监管等多个专项整治。积极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

整治工作，全年共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检查 6431 户次，立案查处

51 户次，罚没金额共计 36 万余元，给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141

户次；稳步推进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工作，全市共检查开展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591 户次，计生综合监督领域共查处案件 12

起，罚没金额共计 57 万余元；做好中医监管工作，全市共检查

开展中医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 1640 户次，对其中涉及违法行为

的 13 家机构（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罚款金额共计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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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始终保持对临床用血的监管力度，全市共检查临床用血

机构 497 户次，立案查处 1 户，处罚金额 3000 元。 

青羊区积极推进“互联网+”信息工作，为全区 300 余家诊

所制作“青羊区诊所卫生监督信息公示栏”，实现了通过二维码

扫描对诊所相关信息的查验，构建了“服务—管理—执法”三

位一体的执法模式，进一步加强了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管；郫

县对辖区内非法行医行为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强，并在医疗机构

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的应用上走在前列；新津县对县域范围内

208 家医疗机构实行 100%全覆盖的日常监督检查，并在民营医

疗机构监管、疫苗安全监管、打非等多项工作中表现突出。 

（四）传染病防控与消毒产品监督 

一是加强传染病防控监督执法，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

构对 3684 户次医疗卫生单位进行了以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和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为重点的监督检查，对违法情

节严重的 17 家医疗机构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金额共计 3.96

万元。二是做好消毒产品监督抽检工作，全市共对 23 家湿巾、

卫生湿巾、抗（抑）菌制剂生产企业、188 家经营单位（药店

和商场）以及 1729 家使用单位（医院）进行了监督抽检，立案

9 件，罚款 6.5 万元，并针对其中一起生产销售卫生安全评价报

告不合格的抗（抑）菌制剂的违法行为，按照《传染病防治

法》给予了 4 万元的重罚，有力地打击了违规生产企业，净化

了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市场，维护了广大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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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对 19 家内镜诊疗室（中心）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并

委托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卫生学抽检；成华区积

极开展辖区内 65 家医疗机构消毒灭菌效果抽检工作；新都区消

毒产品备案工作开展最早且完成质量较高，对消毒产品生产企

业的处罚力度也进一步加大；都江堰市工作落实扎实，监督覆

盖全面深入，且各项数据报送积极主动。 

二、存在问题 

（一）体系建设方面：基层执法网底急需完善。随着综合

行政执法逐步推进，区县执法机构、人员调整变化较大，造成

执法工作对接断档；此外，部分区（市）县大队至今未实现卫

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职能的有效融合，乡镇（街道）一级的

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也未能挂牌和开展相关工作。 

（二）能力建设方面：监督员能力需进一步提升。部分监

督员执法能力、业务水平还存在短板，主要表现在技能竞赛和

案卷评查等全市评比活动中，先进与落后之间差距较大，与国

家中心城市要求差距较大；同时，由于办案能力不足，个别区

（市）县无力承办市支队移交案件等。 

（三）业务领域方面：专项整治效果不到位。由于部分区

（市）县监督覆盖不到位、处罚力度不强，导致专项整治目的

未达成，大部分区（市）县在饮用水上的处罚为“零”。此外，

个别区（市）县不按时报送总结、报表，有的区（市）县报送

质量不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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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建议 

（一）完善执法网底，促进职能融合。加快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管理职能整合，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区（市）县要主动加强

与市级业务指导机构的对接联络，确保年度目标落实到位，健

全乡镇（街道）一级执法监管网底。 

（二）转变执法理念，强化培训指导。发挥好省、市两级

首席监督员龙头作用，采取传帮带、技能比武、案卷评查等多

种方式，加强监督员法律法规、执法技巧、办案能力的培训，

不断提升基层执法水平。 

（三）加强执法力度，确保工作成效。各区（市）县卫计

部门要高度重视综合监督执法相关工作，落实保障经费，协调

专业检测机构做好执法技术支撑，认真组织实施监督抽检与专

项整治，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 

四、通报表扬 

在对 2016 年度各区（市）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工作成

效进行对比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日常掌握的情况，本着“肯

定成绩、突出亮点、总结经验”的原则，现对成绩突出的 8 个

优秀区（市）县予以通报表扬： 

青羊区卫计局         青白江区卫计局 

新都区卫计局         成华区卫计局 

新津县卫计局         龙泉驿区卫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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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卫计局         金牛区卫计局 

希望受通报表扬的区（市）县，在认真总结 2016 年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工作经验基础上，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努

力，突出特色，下一步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其他区（市）

县要以受到表扬的地区为榜样，扎实工作，开拓进取，推动我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工作更上新台阶。 

 

 

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2017 年 3 月 1 日□□□□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