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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

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全国爱卫会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健康企业建设的通知》《健康企业建设规范

（试行）》等文件要求；

• 依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和已经批准的

相关国际公约；

•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今后若有更新，以最新版本为准。

1. 编制依据



健康企业：通过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有效改善企业环境，提升健康管理和服务

水平，打造企业健康文化，满足企业员工健康需求，实现企业建设与人的健康协调

发展。

•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 建设健康环境

• 提供健康管理与服务

2. 评 估 内 容

管理制度 健康环境

健康管理与服
务

健康文化



 指标构建原则

• 完整性 ：要素内容完整（健康政策、环境、管理与服务、文化）；

• 针对性：必须要有一定的边界，健康企业不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

• 可操作性：通俗易懂、方便采集、计算，基于各地和企业实践；

• 公平性：未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等；

• 一级指标对应“管理制度”、“健康环境”、 “健康服务与管理”、 “健康文化”4个建设领域；

• 二级和三级指标着眼于我国企业和职业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 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强调健康企业建设秉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实施“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策略，坚持“共建共享”，同时强调预防为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职业人群健康。



早期版本

所提供产品或服务不具有危害公众健康权益的功能或不具有此类争议。



 指标构建原则

• 完整性 ：要素内容完整（健康政策、环境、管理与服务、文化）；

• 针对性：必须要有一定的边界，健康企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 可操作性：通俗易懂、方便采集、计算，基于各地和企业实践；

• 公平性：未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等；

• 导向性：

a. 反映国际健康领域新理念，充分体现健康中国的时代要求与战略方向；

b. 各地可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行业分布特点、健康城市建设总体部署和企业

员工实际需求等因素，参照本指南制定符合本地区健康企业建设需求的技术评估指标

体系和指标评估细则。（尊重差异性、多样性）



WHO西太区健康城市愿景

• 建设和平的城市和社区；

• 所有公民和谐相处；

•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尊重多样性，争取尽可能高的生活质

量和公平分配健康资源；

• 在所有场所中促进和保护健康。



健康企业建设评估采用千分制
– 管理制度                   200分
– 健康环境                   250分
– 健康服务与管理         400分
– 健康文化                   150分

3. 评分制与指标设定

良好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使健康企业建设的评估更具导向性、科学性和可行

性，从而推进健康企业可持续性发展。



• 企业健康文化强调培育健康的理念，并积极将健康

的理念导入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思想意识之中，

强调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唤起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对

职业健康的重视，从而影响其行为方式，达到提高

、维护和改善劳动者健康的目的，并将职业健康素

养提升的成果以文化形式固化并延续。

《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健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协调人与自

然和疾病斗争为核心,在防治疾病、维护和增进健康的

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的总和。



• 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室：《看见性骚扰：工厂女工被性骚扰公益调研报告》.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a3941c0101hcvk.html.

预防和制止工作场所暴
力、歧视和性骚扰。



4. 评估方式

• 自评估

• 第三方现场评估





1.标注*号的指标为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的特有指标，共235分；

2.如果申请企业不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则自评估得分以非*号项得

分除以0.765计。如，某企业不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其非*号项得

分为650分，对自评估得分进行加权计算为650/0.765 = 849.67分；

3.如果申请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则需要对所有指标进行评估，

各项指标实际评估得分相加结果即为评估得分；

4.标注**号的指标，企业内部设置食堂或餐厅的，考核此项指标；

未设置食堂或餐厅的企业，不考核此项指标，得分按照加权处理。

5.评估达到800分以上的企业，通过健康企业评估。



5. 评估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 评估结果

企业主要负责人书面承诺组织开展健康企业建设。 □符合  □不符合

近3年内未发生因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的甲、乙类传染病爆发流行和群体

性食源性疾病等事故。
□符合  □不符合

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职业健康安全责任事故。 □符合  □不符合

近3年内未发生企业过失造成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符合  □不符合

注：基本条件无不符合项，继续进行评估；

   基本条件有任一不符合项，则不具备健康企业申报基本条件，停止评估。



评估指标（分值）

【说明】解读指标

【评估方式】查阅资料、访谈、现场勘查

6. 健康企业评估细则

【赋分标准】完全达到指标要求，满分；

                    部分达到指标要求，视情况赋分；

                    完全不满足指标要求，0分。

健康企业建设评估细则作为《健康企业建设评估表》的配套技术说明，包括

对健康企业建设基本条件和具体指标的解读、评估方式和赋分标准等，是健康

企业建设核心参考资料。 



评估指标

【说明】

（1）建设健康企业，应当设立独立的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也可以挂靠在现有的相关组织机构中。

（2）领导小组成员应包括与健康企业建设相关的各部门负责人，主要包括职业健康、安全、环保、卫生、

人力资源、工会、办公室、采购、财务等部门和车间的负责人等。

（3）主要领导一般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委托人。

【评估方式】查阅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原文】成立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20分）



【赋分标准】
（1）以文件等形式确认企业设立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负责人，健康企业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由法定代表人或法人委托人担任，10分。

（2）以文件等形式确认企业设立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负责人，健康企业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由法定代表人或法人委托人之外的其他主要领导担任，6分。

（3）领导小组成员主要包括职业健康、安全、环保、卫生、人力资源、工会、办公室、

采购、财务等部门和车间负责人等，视成员覆盖主要部门情况，1-7分。

（4）以档案等形式确认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1次专题会议部署健

康企业建设工作，3分。

   （5）无健康企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0分。



评估指标体系不能穷尽所有健康相关内容，如果评估过程中出现

评估指标体系之外有争议的内容，建议由现场评估专家组做出综

合评判，提出建议，并报健康企业建设领导部门审核决定。



健康企业≠职业病防治示范企业

7. 几点注意事项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提升全社
会文明程度，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的小环境筑牢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社会大防线

——习近平



几点注意事项：
• 健康企业≠职业病防治示范企业

• 健康企业≠健康管理示范企业；

• 不要变成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或专项整治；

• 应注重评估企业和员工需求；



l 她们用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手指，一点五、不带散光的眼睛，粉
红色、亮石英般的嘴唇……长久地装配电子元件。

l 工厂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
夭折的青春负责，她们沉默着，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要老十
岁或二十岁。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

l 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
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一个人，只要足够细心和
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
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

l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
钟，并不会感觉疲惫，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
呢？……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
活，让一个简单的动作，一万次乘以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



几点注意事项：
• 健康企业≠职业病防治示范企业

• 健康企业≠健康管理示范企业；

• 不要变成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或专项整治；

• 应注重评估企业和员工需求；

• 应按照科学方式建设健康企业；



按照健康企业建设实施

步骤，开展健康企业建

设工作，并持续改进。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是职业卫生的分支学科。
应有多学科专家团队。
重视职业卫生专家的核心技术支撑作用。



几点注意事项：
• 健康企业≠职业病防治示范企业

• 健康企业≠健康管理示范企业；

• 不要变成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或专项整治；

• 应注重评估企业和员工需求；

• 应按照科学方式建设健康企业；

• 健康促进企业与健康企业建设的关系。



范围 内涵 评估标准

健康企业 各级各类企业 健康企业是健康“细胞”的重要组成
之一，通过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有效改善企业环境，提升健康管理和
服务水平，打造企业健康文化，满足
企业员工健康需求，实现企业建设与
人的健康协调发展。

管理制度、健康环境、健康管理与
服务、健康文化等4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

健康促进企业 特指以体力劳动
为主的工矿企业。

作为建设促进健康的支持性环境的组
成部分，无烟环境是健康促进企业的
前提条件。

组织管理、健康环境、健康活动、
健康结局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
标，百分制。

健康企业与全国健康促进县（区）中的“健康促进企业”区别

下一步：健康促进企业与健康企业评估标准保持一致。



8. 各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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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保护行动主要指标



第二产业( 1 5 类)

煤矿开采     

非煤矿山开采  

纺织        

机械加工与制造

冶金                 

水泥制造   

化工            

耐火材料制造

有色金属           

家具制造

供应业               

建筑业

箱包、鞋帽、皮革制造

石材加工（含宝石加工）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第三产业( 1 1 类)

医生

护士

教师

交通警察

消防救援人员

环卫作业人员

专职驾驶员

计算机、互联网从业人员

编辑、记者

快递从业人员

搬运、装卸等重体力劳动者                

33



不同行业/职业劳动者职业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行业/职业 知晓率(%)

煤矿开采 56.6

非煤矿山开采 59.8

纺织 51.8

冶金 59.8

有色金属 56.5

家具制造 52.2

机械加工与制造 58.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55.2

箱包、鞋帽、皮革

制造
58.6

行业/职业 知晓率(%)

水泥制造 61.4

耐火材料制造 60.5

化工 60.4

石材加工

（含宝石加工）
52.7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6.4

建筑业 53.0

医生 77.4

护士 74.8

行业/职业 知晓率(%)

教师 68.4

交通警察 62.8

消防救援人员 64.1

环卫作业人员 61.6

专职驾驶员 65.1

计算机、互联网从

业人员
67.3

编辑、记者 72.2

快递从业人员 61.0

搬运、装卸等重体

力劳动者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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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技术保障

    各地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机构和专家作用，为政策制定、标准

研制、师资培训、考核评估、经验总结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