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行业某中型企业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案例 

一、企业基本信息 

某有限公司是中型机械类中外合作企业，公司共有 700 名员工，

主要产品是各类亚临界、超临界及超超临界汽轮发电机组。主要原辅

材料：钢管、板材、硅钢片、有机溶剂等。工作场所中存在的主要职

业病危害因素是粉尘、噪声、苯系物、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铅

烟、铜烟、有机溶剂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占总人数的 22.7%。 

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健康相关服务：企业每年组织员工体检，包括

一般健康体检和职业健康体检，建立员工的健康监护档案，分析员工

职业健康体检结果，跟踪敏感人群健康状况，定期向管理层报告体检

分析报告，对有职业禁忌症和不适合从事职业危害岗位的的劳动者，

调离和妥善安置；投入和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制定个人防护用品的配

备和佩戴标准；每年组织员工进行健康教育和培训，发放大量健康知

识图册，供员工学习健康知识。 

二、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 

公司建立了由总经理负责的跨部门的健康促进委员会，由总经理

牵头，各个部门总监作为副组长，EHS 部门作为健康促进专门的管理

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活动，确保健康促进工作的

有效运行。 

公司积极借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健

康促进工作进行指导和相关职业卫生知识和一般健康知识培训，公司



的定点职业健康体检机构每年对员工进行一般健康体检和职业健康

体检，有效支持公司健康促进工作。 

 

 

 

 

图 1 职业健康促进组织机构 

三、需求评估（基线调查）方式及主要结果 

（一）需求评估 

1.问卷调查 

2009 年公司同国家 CDC、市 CDC 开展了健康促进问卷调查，441

名员工参与调查。 

（1）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的知晓率为 75%，职业病概念和职业病可预防的知

晓率较低，分别为 64.7%和 77.0%。 

（2）一般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员工对一般健康知识的正确认知由高到低依次是吸烟对健康的

影响、健康概念、成年人血压正常范围、高血压是否有症状、慢性病

预防措施、艾滋病传播途径，分别为 96.1%、89.4%、66.0%、50.9%、

46.7%、44.4%。 

（3）生活习惯、方式和饮食偏好 

35.7%的员工吸烟，吸烟者中 37.1%的员工吸烟量在 11～20 支/



天； 60.2%的员工锻炼身体；28.4%的员工饮食口味偏咸。 

（4）员工职业卫生服务需求 

97.5%的员工希望了解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97.1%

的员工希望获得个体防护用品；98.2%的员工希望参加职业健康检查。 

（5）健康知识需求 

膳食平衡、传染病防治、体育锻炼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

知识的需求率较高，分别为 76.1%、70.9%、68.0%和 66.1%，控烟和

性健康的知识需求率较低，分别为 33.4%和 30.9%。 

（6）职业卫生知识需求 

员工对职业卫生知识的需求率较高，均在 61%以上，其中职业病

和工作相关疾病防治、职业中毒症状及应急救援方法、职业病危害因

素种类及其危害知识的需求率较高，分别为 90.2%、82.7%和 82.5%。 

2.作业场所监测资料 

每年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通过检测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浓度（或强度），为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提供基础材料。干预前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的覆盖率为 93%，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合格率为 90%。 

3.体检情况 

每年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干预前职业健康体检率为 96%，

职业健康体检的合格率为 99.3%。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对问卷调查、健康体检和作业场所监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企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职业卫生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慢性病预防措施和



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较低；员工的吸烟率较高，部分人员存在不

良行为和饮食习惯；员工的职业卫生服务需求较高；慢病防治知识的

需求较高；员工对职业卫生知识的需求较高；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

覆盖率和合格率有待提高。 

四、确定优先干预领域 

根据企业的经济状况及现有条件，针对需求评估阶段发现的主要

问题，确定优先干预领域为：加强员工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慢性病防

治知识以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改善生活方式及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加强控烟，进一步改善工作场所环境。 

五、干预活动的落实  

（一）制定和完善部门健康和安全章程 

制定和完善部门健康和安全章程，确保每位员工的安全和健康。 

（二）组织员工健康知识教育和培训 

公司每年组织员工进行健康教育和培训，增强员工的健康知识，

提高健康意识，培养健康行为和习惯。培训包括： 

1.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每年接受职业健

康培训。 

2.对上岗前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教育培训。 

3.定期对在岗期间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教育培训。 

4.控烟知识的培训。 

5.慢病防治知识的培训。 

6.职业病防治法培训。 



 

 

 

 

图 2 健康培训 

（三）发放健康读本和图册 

发放健康读本和图册，供员工学习健康知识。健康读本和图册包

括： 

1.关注三高指数为健康行动起来健康知识图册 

2.健康工具箱图册 

3.膳膳食营养宝塔图册 

4.慢性病的防治知识培训材料 

5.10 项健康黄金法则卡片 

6.企业健康手册 

（四）从控烟、合理膳食和体育锻炼上促进员工健康行为 

通过控烟、合理膳食、体育锻炼对员工行为方式进行改变，促进

员工身体健康。 

1.控烟干预 

（1）定点定时吸烟，减少吸烟的频次和数量。 

（2）组织控烟项目培训，提高健康意识，改变员工的吸烟行为。 

（3）组织“面向未来，妇女控烟活动”，让员工身体力行参与控

烟活动。 



2.合理膳食，促进合理饮食，促进员工健康 

在食堂张贴宣传海报，宣传合理膳食的知识，同时跟食堂供应商

协商，开放营养和健康的饮食，从根本上和源头上就控制。 

3.组织员工进行体育锻炼，增强健康体质 

（1）发放健康袋，内有体育用品、控盐勺、量油壶和身高体重

尺等，提供员工体育锻炼的器材。 

（2）提供员工体育场所，举办工厂运动会，让更多的员工参与

和投入到体育锻炼活动的浪潮中去。 

（五）提供健康工作场所 

1.投入和配备职业危害急救设施 

对于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配置

了现场急救用品，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配

置了冲洗设备。 

2.投入和配备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配备 

配备齐全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大致有 20 多台职业病危害防

护设备，确保职业病防治专项资金，增加和改造了通风、除尘和降温

设备设施。 

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台帐齐全(名称、负责人)和职业病危害

防护设施全员维护（每日、每月、季度定期维护）制度，定期检测职

业病防护设施有效性，确保职业病危害防护设备能有效、持续发挥其

作用。 

3.在相关岗位健康风险评估，职业危害的告知，设置警示标识。 



六、如何确保措施得到落实 

（一）制定健康促进工作指南，成立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建立健全健

康促进相关管理制度。 

（二）制定年度健康促进计划，制定目标，明确负责部门、负责人及

计划完成时间，做好资金预算，确保专款专用，并对工作任务进行考

核。 

（三）形成全员参与良好氛围。健康促进活动覆盖管理人员和生产一

线人员等，全体员工积极参与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控烟活动、

挑战高温安全生产 100 天、无损工部门和优秀 EHS 团队年度评选以

及 EHS 之星年度评选等活动。 

（四）评选 EHS 之星，评选合理化建议奖，组织 EHS 团队建设活动，

鼓励大家积极献言献策。 

（五）采用专家讲座、宣传媒介多形式开展职业病和健康宣传教育；

设立健康促进宣传栏，让全体员工了解相关活动的预告、进展及照片；

在食堂或班组会议上发放健康宣传册。 

（六）从危害源头着手，实施作业环境改善工程和职业危害因素控制

工程。 

（七）完善健康监护管理，建立员工职业健康体检异常数据。 

（八）定期开展运动会、文艺表演等文体活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

定期组织员工参与和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活动，使健康促进理念融入员

工日常行为和习惯上，形成企业的健康促进文化。 

七、主要成效 



（一）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普及率提高 

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普及率提高，干预前为 80%，干预后为 95%。  

（二）员工对职业病概念的知晓率提高 

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普及率提高，干预前后的知晓率分别为 63.3%

和 72.5%，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三）不同途径得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选择率提高 

干预前后通过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得知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选择率分别为 50.6%和 61.9%，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1)；干预前后员工通过高毒物品告知卡得知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选择率分别为 29.9%和 38.1%，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5）；干预前后员工通过合同告知得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选择

率分别为 10.9%和 20.3%,，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四）慢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提高 

高血压是否有着症状的知晓率提高，干预前为 50.9%，干预后

51.5%，干预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病预防措施的

知晓率提高，干预前为 46.7%，干预后为 46.9%，干预前后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五）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覆盖率和合格率提升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覆盖率从 93%到 100%，合格率从 90%到

97%。 

 

 



 

 

 

图 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统计 

（六）职业健康体检的参与率与合格率提升 

职业健康体检参与率从 96%提高到 98%，体检的合格率从 99.3%

到 99.7%。 

（七）控烟知识需求和性健康知识需求提高 

干预前后员工的控烟知识需求率提高，干预前后的需求率分别为

33.3%和 46.4%，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前后

员工对性健康知识的需求率提高，干预前后的需求率分别为 30.8%和

43.9%，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八、经验与特色 

企业的健康促进工作以 WHO 提出的“一个核心、两个支持、四

个方面、八个步骤”的健康促进模式为指导，建立企业健康促进方针

“开展健康促进，坚持预防为主，企业和谐发展”，在实践中探索和总

结自己的经验和特色。 

 

 

 

 

 



 

 

 

 

 

 

图 4 健康促进模式图 

（一）总结的经验 

1.  建立健康促进试点企业的过程，可以归纳总结成“五位一体”，

“一一零” 和 “五个一”。 

（1）“五位一体”是指：公司总经理、工厂经理、工厂主管、工

厂领班、工厂员工全员参与。 

（2）“一一零”是指：围绕一个主题“健康促进，和谐发展”，创

造一个良好、完善的工作环境，为了实现“零疾病”的愿景目标。 

（3）“五个一工程”是指：一个高效、有决断力的健康委员会，

一年一度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一年一度职业病体检、一个能从本质上

消除或有效降低健康危害因素的项目投资预算、一个积极、向上的健

康促进文化氛围。                                                                                        

2.三级控制：领导重视，管理层执行、员工参与。 

3.环境改变到行为改变：从员工的工作物理环境、心理环境改变

做起，提供员工所需要的健康资源、鼓励员工和周边社区参与。 

4.双赢原则 ，同步发展：以改变员工的健康素养和为企业创造



价值为目的导向。 

5.四结合：疾控中心领导部署、专家授课、外部交流学习和内部

培训项结合。 

6. 落 实 预 算 ， 持 续 发 展 ： 整 改 健 康 促 进 以 PDCA

（Plan-Do-Check-Action）闭环为周期，做到持续改进和持续发展。 

（二）特色 

1.企业发放“10 项黄金健康法则”卡片，人手一卡。 

2.给员工发放健康袋，内有体育用品、控盐勺、量油壶和身高体

重尺。 

3.编制企业个性健康手册，进行职业危害宣传和教育。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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