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西双版纳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健康西双版纳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健康
云南行动实施进展专题报告

健康云南行动推进委员会：

根据《关于报送健康云南行动 2021 年监测评估指标完

成情况的通知》，现将 2021 年度我州健康西双版纳 16 个专

项行动，健康云南行动监测评估体系 6 个维度，64个指标完

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推进总体情况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

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健康西双版纳行动工作，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围绕建

设中国最美丽省份，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牌”目标，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提高

全州人民健康水平。成立以分管副州长为主任，卫健、教体

等部门主要领导为副主任，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为委员的

健康西双版纳行动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推进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在州卫生健康委，承担推进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制定方案，细化任务分解

加强规划统筹、政策统筹、行动统筹，制定印发《健康

西双版纳行动（2020-2030 年）》、《推进健康西双版纳行



动实施方案》、《健康西双版纳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

《健康西双版纳行动 2021 年工作要点》，成立专项行动工

作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明确行动的目标、内容、要求，为

行动提供了依据和遵循。建立了公文办理、督导考核等工作

制度，明确考核对象、考核重点、考核方式和结果运用，进

一步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保障行动扎实有序推进。

二、健康西双版纳专项行动及监测评估指标完成情况

（一）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结合爱国卫生“7+2 专项行动”和国家卫生县城（城市）

创建，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

的健康促进工作模式，持续加强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健康促进与教育体系。完成州、县级健康教育

中心设置筹建工作，分别挂靠在各级疾控机构，并配备专职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工作人员。二是扎实开展全州居民健康

素养监测工作。2021 年度我州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虽然启动

较晚，但全州三县（市）均调整调查监测覆盖面，样本量在

省级基础每县（市）800 人，扩大为每县（市）1600 人，以

获得更具有州、县级代表性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要求。

2021 年，西双版纳州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16.71%，比上一

年提升 12.39 个百分点。三是认真开展健康科普“两库一机

制”建设工作。州、县级健康科普专家库已全部建立，并

组织专家开展一系列健康科普活动，充分发挥健康科普专

家的技术支撑和专业指导作用，发挥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

优势，推动健康科普宣传科学、规范、有效地开展。探索健



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充分发挥媒体的健康科普知识

传播作用，一方面在电视台、电台开设健康教育栏目，发挥

传统新闻媒体平台的宣传效应；另方面利用互联网+健康教

育平台，发挥新媒体在健康科普中的优势。目前州、县级本

地健康科普资源库建立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已明确建设计划

和时限，开发建立州级健康科普资源库。四是加大科学的健

康知识和技能普及力度，强化宣传阵地建设和健教手段提

高，创新活动形式，发挥卫生健康科普“带头人”作用，重

点推进健康科普知识“六进”活动，加快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增强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促进全州卫生健康科普事业发

展。

（二）合理膳食行动

一是全面普及膳食营养知识，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居民营

养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健康巡讲，推动

实施《云南省国民营养计划（2018—2030 年）》等工作，积

极开展宣传活动，结合“食品安全周”、“三减三健”、“9·15”

减盐周等时间节点，多形式深入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倡

导，提高全民营养健康意识。二是建立健全居民营养监测制

度，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实施营养干预，逐步解决居民营

养缺乏与营养过剩双重问题。三是全面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

专题培训及应急处置演练，不断提升自身监测和救治水平，

深入推进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确保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取

得实效。四是及时开展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不定期组织专家



分析食品安全情况，发布食物中毒预警信息。

（三）控烟行动

一是结合创卫、创文活动，积极开展无烟党政机关创建，

实现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学校、无烟医院全覆盖，城区烟草

广告全消除，目前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33.4%，州级已建

成无烟党政机关 298 家，覆盖率为 100%。制定下发《西双

版纳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巩固提升无烟党政机关工

作的通知》，巩固提升创建成果，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领导

干部在控烟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二是强化戒烟服务宣传

推广。开展“第 34 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群

众 600 人次，发控烟宣传资料 4 类 1000 余份。活动大力推

广“中国戒烟平台”微信小程序和州人民医院的戒烟门诊，强

化戒烟服务，引导有戒烟意愿的人群主动承诺戒烟，各单位

领导干部带头组织工作人员积极关注“中国戒烟平台”微信小

程序，共 1500 余名工作人员完成关注。

（四）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加强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严格落实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体系，开展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老

年痴呆的患病率和治疗率的流行病学调查。探索开展抑郁症

社区综合防治试点工作，推动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康，支持

和参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社会氛围。目前西双版纳州共有收

治精神病患者医疗机构 3 个，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

69 人，5.8 人/10 万人口拥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 2021

年度全州重精患病率为 4.57 ‰，规范管理率 86.26 %，服药



率 64.6 %。

（五）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1.开展卫生创建工作。以爱国卫生“7+2 专项行动”为抓

手，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城市）。

目前，三县（市）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城市）通过省级技术

评估，29个乡镇、217 个村已通过省级卫生乡镇、省级卫生

村命名。

2.提高居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规范生活饮用水生产

经营单位生产经营管理行为，贯彻落实《城市供水管理条

例》，持续改善城镇和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一是严格城市

供水经营许可制度，监督供水企业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

确保城市供水的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严格

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二是加强城市供水设施维护，定期

检查维修，确保安全运行。2021 年底，全州共有城市供水厂

6座，供水综合生产能力 15.5万立方米，供水管网总厂 571.00

公里，用水人口 32.98 万人，城市（县城）建成区供水普及

率 100%。三是规范开展饮用水监测。2021 年全州监测饮水

工程共 100 个，覆盖人口合计 58.2449 万人；平均检测水质

指标为 33 项；监测水样数共 506件（100%完成监测任务），

合格水样数共 448 件，合格率为 88.54%。

3.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开展水源保护。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 97.7%。一是组织开展了农村饮用水水源点、备用

水源点情况摸底调查，为全州农村供水保障决策部署、水源

地保护等相关工作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结合河（湖）长制工



作，建立五级河长、库长制，成立地方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领

导小组，建立部门联合协调机制，制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为江河、湖、库、渠确权划界的全面推进及饮用水源地的保

护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障。三是结合已制定印发的县级农村

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明确了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责任主

体，进一步细化了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内容。四是编制

饮用水水源点（林）保护规划。景洪市人民政府已批复完成

《景洪市城乡居民饮用水水源点保护规划》，勐海县人民政

府已批复完成《勐海县饮用水源林建设规划（2019-2025）》，

该规划方案共区划了全县辖区内 761个饮用水源点的水源林

小班 9179个，区划面积 769175亩。勐腊县饮用水水源点保护

规划工作正在开展中。五是组织开展居民饮用水卫生安全宣

传。结合部门工作实际，指导县市多渠道、多方式开展饮用

水卫生安全宣传，共发放 70000 余份农村饮水安全用水户明

白卡，加大宣传“要珍惜水、爱惜水，爱护供水设施，增强

有偿用水意识和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全面提升群众对安全饮

水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4.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针对村庄不同地势，因

地制宜推进农村户厕和公厕改建，提前完成全面消除乡镇镇

区旱厕目标，实现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 1 座以上卫生公厕全

覆盖。2021 年全州改建农村卫生户厕 4254 座、自然村卫生

公厕 66 座，圆满完成 2021 年度目标任务数。省信息平台数

据显示，我州改厕基数 144057户，其中卫生户厕总数 71373

户，卫生厕所普及率 49.54％。切实开展农村厕所问题摸排



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立行立改要求，对所有已建

农村厕所的问题进行全面摸排整改，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截至目前，共摸排农村户厕 128361 座、公厕 2038 座，发现

问题户厕 19973座、问题公厕 483座，已整改问题户厕 17105

座、公厕 420 座，目前整改率分别为 86%、87%。

5.加大全州城市两污设施建设。2021 年末，全州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解和认识，加大

绿化工程投入，全州建成区绿地面积、公园绿地面积不断增

加。2021 年末，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6.63平方米。

6.降低大气污染，保障空气质量。根据生态环境部网

站发布，2021 年景洪市优良天数 350 天（全年有效天数

362 天），优良率为 96.7%，较 2020 年相比上升 4.8 个百

分点，污染天数同比下降 58%；细颗粒物（PM 2.5）平均

浓度 22μg/m 3，较 2020 年相比下降 24.1%，属历史最佳

水平；全年未出现重污染天数，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州

委州政府明确的目标任务。目前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

工作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云南省环境协会实施，正开

展前期准备工作，2022 年组织了相关培训，成立了专家

组，尚未提交评估结果。

（六）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1.加强妇幼健康工作管理。一是组织开展了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宣传月活动，对国家 12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政策、服务内容和慢性病防治知识进行了广泛宣传，共发



放各种各类宣传资料 10 余万份。二是对 2020 年国家 12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年终绩效评价，并通

过省级考核和第三方评估。2021 年度，产前筛查率 78.45%，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 98.79%，农村适龄妇女宫

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区县覆盖率 100%，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1.9%，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89.07%，7 岁以下儿童

健康管理率 93.84%。

2.严控妇幼死亡率。一是制定下发了《西双版纳州高危

儿童管理工作方案》（西卫健发〔2021〕156 号）、《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危重孕产妇救治转诊工作的通知》（西卫

健发〔2021〕号）等文件。成立了“孕产妇死亡评审、5 岁

以下儿童死亡评审协调领导小组及评审专家组”和“地中海

贫血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技术指导专家组”，并调整充实

了“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抢救工作领导小组及专家组”和“艾

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消除认证工作领导小组及技术指

导专家组”，举办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暨产科技术能力

提升培训班（130 人参加培训），开展了妇幼健康项目工作

督促指导。二是印发了《进一步明确医疗卫生机构母婴传播

消除认证相关工作职责的通知》（西卫健发〔2021〕104 号），

组织开展了全州孕产妇、5 岁以下儿童死亡评审、消除母婴

传播工作技术指导、信息质量控制督查及消除艾滋病、梅毒、

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三是景洪

市第一人民医院“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建设通过省级评验收（目前我州三县市人民医院均完成



了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州妇

幼保健院三级乙等和勐海县妇幼保健院二级甲等已通过省

级评审，母婴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并与昆明市儿童

医院达成合作协议，在州妇幼保健院共建“李杨方专家团队

和李明专家团队工作站”。2021 年度，婴儿死亡率为 5.1‰，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7.16‰，孕产妇死亡率 21.7/10 万。

（七）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一是加强体系建设，积极主动开展卫生监督执法、普法

宣传、职业健康检查、尘肺病筛查、职业病诊断、医疗救治、

职业病防治技术服务和职业病监测等项目活动。目前，全州

有职业病诊断机构 2 家（已备案 1 家）、职业病鉴定机构 1

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8 家（含 2 家诊断机构；5 家县级机

构尚未备案，1 家正在办理备案），辖区职业健康检查覆盖

率 100%、职业病诊断服务覆盖率 66.67%。二是加强监督

检查，州卫健委联合州人社局、州应急管理局采取听汇报、

查阅文件资料、实地抽查方式，对三县（市）职业病防治项

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当

场提出处理意见，当场不能解决的要求限期整改，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维护职工权益，保障项目工作如期完成。三是开

展尘肺病主动监测、筛查工作。选取粉尘危害企业集中的和

返乡农民工集中的景洪市开展尘肺病主动监测，由州人民医

院、州傣医医院 2 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承担，目前已完成主

动监测 208 人，完成率 104%。2021 年度西双版纳无接尘工

龄不足 5 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四是开展尘肺患者



随访工作。根据云南省尘肺病随访工作要求，继续开展辖区

尘肺病随访，完成 2021 年存活 5 例（2020 年 12 月 30 日，

勐海县死亡 1 例）随访，随访率 100%。

（八）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会同发改、财政、民政、人社、医保等 7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着力构建

包括老年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

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满足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组织开展百岁老人慰问活动。

同时，认真实施老年人健康管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管理

服务、老年人营养改善试点、老年失能（失智）预防与干预、

老年人心理关爱和老年健康西部行等国家项目。目前全州医

养结合机构有 9 家，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老年医学科比

例为 45%。

（九）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开展创伤中心、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建设：州人民医院

建成国家胸痛中心（标准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创伤中

心待省级验收结果；景洪市人民医院建成国家胸痛中心（基

础版），省级创伤中心，卒中中心待验收；勐海、勐腊县建

成国家级胸痛中心（基础版），省级卒中中心、创伤中心；

全州 32 个乡镇卫生院有 27 个建有慢性病管理中心，有 14

个建有心脑血管救治站；在政府举办的 5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有 2 个建有慢性病管理中心；实施公共场所心脏急救设

施配备工程，在三县（市）人员密集公共场所配置 120台 AED



（景洪 58，勐海 34，勐腊 28），提高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心源

性猝死救治成功率，最大限度减少心源性猝死。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83.06%，心脑血管疾

病死亡率 334.25/10 万。

（十）癌症防治行动

规范开展全州肿瘤登记报告工作，制定《西双版纳州肿

瘤随访登记技术方案》，推动州级癌症防治中心（景洪市第

一人民医院肿瘤科）建设。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30～70

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

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 18.17%。

（十一）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

开展慢病能力及重点慢病核心知识知晓率调查、县级及

以上公立综合医疗机构 HIS 系统对接“慢性病报告卡管理系

统”报告，举办西双版纳州基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干预能

力提升项目集中培训和实践学习，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干预能力建设，使基层普遍具备开

展肺功能检查评估的能力，逐步提升基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筛查干预、健康管理、疾病监测等能力。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70 岁及以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 6.46/10

万。

（十二）糖尿病防治行动

加强基层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推动建立“基层

首诊、基层医疗机构与综合医院双向转诊，基层医疗机构随

访与专科诊疗融合”的工作机制，健全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诊



疗康复服务链，提高健康管理服务质量，探索慢病患者全周

期健康管理服务新机制。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糖尿病患

者规范管理率 82.09%。

（十三）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继续加强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通过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施国家免疫规划和重大疾

病防控，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严重威胁群众健康

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全州实现了消除脊髓灰质炎、

碘缺乏病、疟疾，有效控制麻风病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

众健康的疾病，艾滋病防治与全省同步实现“3 个 90%”目

标，结核病、登革热等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成效。2021年甲

乙类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277.7/10 万，以乡（镇、街道）

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9.63%。

（十四）傣中医治未病健康促进工程行动

一是大力发展傣医特色康复服务。组建傣医医疗集团，

全州建成以州傣医医院为龙头，县市中傣医医院为枢纽，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支撑、村卫生室（社区卫

生服务站）为网底的四级傣医药服务网络，服务体系进一步

完善，傣医药适宜技术得到持续推广，傣医药服务能力明显

提升。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均设置中

傣医科（馆）。目前，三级中傣医医院设置康复科比例为

100%。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中傣医非药

物疗法的比例为 100%，村卫生室提供中傣医非药物疗法

的比例为 84.23%。二是将傣医药与健康养生产业融合发展。



加大傣医药专业人才培训力度，加快推进傣医药适宜技术推

广与傣医药特色养生产品研发。加大傣医人才的培训及适宜

技术推广，为促进傣医药参与健康养生产业做好技术支撑；

广泛宣介傣医药文化。运用媒体、网络等加大傣医药文化的

宣传力度。并借助中国-南亚博览会、旅交会、国际健康旅游

博览会等平台展示宣传傣医药系列产品，扩大傣医药的市场

和影响力。加大傣医药健康养生产品的研发，目前已研发傣

药养生睡药配方、多种傣药养生茶、傣药膳食谱、傣药养生

饮料、傣药糖果等养生产品及傣医药文创产品。三是促进中

傣医药与养老服务结合。鼓励二级以上中医傣医医院开设老

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应用中傣医药技术开展老年病、

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等服务。同时，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集

医疗、护理、康复、居住等为一体的养老院或康复医院。四

是积极推进重点项目进展。积极推进西双版纳州傣医院中医

特色重点医院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不动产权证书、建设

用地规划等行政许可决定书。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优化调整中央预算投资结构，2021 年州傣医医院申报健康领

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并入围在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云南省中医特色重点医院项目建设单位推荐名单公

示》。目前正在办理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

规划方案评审。

（十五）全民健康行动

一是培训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2021 年西双版纳州社会

体育指导员 2591 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1.9‰ ，有效提高全州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

平。二是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促进赛事活动品牌化，参

与人群群众化，全民健身更加深入人心，群众参与体育活动

热情高涨，形成全民健身新常态。2021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 2.4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 85%，城乡

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 91%。

（十六）中小学生健康促进行动

1.重视学生体质健康。各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课

率 100%，小学 1-2 年级每周 4 课时、3-9 年级每周 3 课时，

开展大课间和课后托管服务，确保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引

导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锻炼健康体魄。实施新的体

育考试改革，考试从原来 1 次改变为每学期多次考，考试的

分值增加到 100分，2021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

良率 43.4%。

2.注重儿童近视防控工作。一是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等

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2021 年全州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52%。二是推动全州中小学学生视力

数据信息化建设。三是加强学校近视防控工作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学校、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教室（教学场所）

采光和照明随机抽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四是开展全国

“爱眼日"宣传工作。以全国“爱眼日”宣传为契机，开

展宣传活动，提高儿童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目前学校眼保健操普及率 100%，

3.加强学校卫生保健技术力量。目前全州寄宿制中小



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配备专职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配

备专兼职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 79%，配备

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中小学校比例 80%。

（十七）其他重点工作

提升健康水平，2021 年全州人均预期寿命 76.1岁；

加强健康服务与保障，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3.82 人，每

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2.49 人，每万人口全科

医生数 3.51 人，每千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0.78 人，每千

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6.02 张，千人口献血率 10‰，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98.77%，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586

人。

三、存在的问题

健康西双版纳行动实施以来，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行动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

了一定工作成效，但工作中仍存在部分问题和短板。

（一）部门协作联动机制有待加强，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人人参与的工作格局需进一步推动落实。

（二）宣传发动工作深度广度不够，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仍有待提升。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

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提高全民健康水平重要指示精神，



严格按照州健康西双版纳行动推进委员会的统一部署，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克服困难，充分发挥推进委员

会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参谋助手作用，确保行动取得成效。

（二）明确目标，压实责任

严格按照各项行动任务分工，积极发挥牵头部门主体责

任，统筹协调，紧盯目标任务，确保健康西双版纳行动有序

推进。

（三）加强监督指导，落实整改

严格按照部门、单位监管职责，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州级

专家组对三县（市）、相关部门、单位，开展行动进行督导

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落实整改，确保完成各项重大行动目

标任务。

（四）强化部门协作，形成合力

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压实部门、单位的责任，推动健康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防治策略、制度安排和保障政

策，加强医疗保障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衔接，提供系统连续

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一体化服务，提升健康服务

的公平性、可及性、有效性。

（五）加强宣传发动，营造社会氛围

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健

康知识普及宣传，引导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鼓励和引导单位、社区、家庭、居民个人行动起来，

对主要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采取有效干预，形成政府积极主

导、社会广泛参与、个人自主自律的良好局面，持续提高健



康预期寿命。

附件：健康云南行动监测评估指标体系（2021年度西双版

纳完成情况）

西双版纳州健康西双版纳行动推进委员会

西双版纳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代章）

2022 年 5 月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