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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5月17日，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百零七场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 医疗保障组组长卢彦介绍了 《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相关内容 （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

———《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要点解读

筑牢基层公共卫生 “网底”

发布会上， 卢彦坦言， 目前， 我市每
万名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是1.65， 仍低
于国家1.75的标准。 所以， 必须把加强各
级疾控中心建设摆上重要位置。 我们在推
进市区两级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 规划建
设好市疾控中心新址等方面， 将有序开展
工作。

筑牢基层公共卫生 “网底”， 这是疾
病预防第一道防线。 在疫情防控中对发热
患者的筛查， 光靠大医院是不够的， 更多
还是要靠一线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截至
2019年底， 全市还有31个街道 （乡镇） 没
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现有的336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 14个没有实体机构， 36
个建筑面积未达标， 186个没有编制床位。
这些都要加紧补齐。 我们还将培养、 引导
全科医生充实到一线， 抓紧设置一批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发热筛查哨点， 深入推进分
级诊疗，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让社区
卫 生 服 务 机 构 真 正 成 为 居 民 健 康 的
“守门人”。

提高医疗救治能力

卢彦表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暴露
出我市在医疗救治方面仍有短板。 一是传
染病救治医疗资源不足。 目前， 我市具备
传染病收治能力的主要为市级医院且布局
不均。 为应对这次疫情， 我们应急改造了
现有病房， 新建了一些临时设施， 基本满
足了应急救治需要； 但从长远看， 还是要
加强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二是医院防护能力不够。 很多医院缺
少收治传染病患者的独立病区， 发热门诊
设置不够规范， 医患动线不够科学， 导致
院内存在交叉感染风险。 特别是负压隔离
病房数量不足， 难以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需要。 目前， 全市医疗机构中 （包
括市属 、 央属 、 军队属 ） 负压病房仅有
290间， 远低于上海、 广东。

三是医防融合需要加强。 目前， 疾控
机构在工作方式方法上， 仍处于传统的传
染病防控模式， 市、 区两级疾控机构与医
疗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没有形成

顺畅高效的工作网络体系。
下一步， 全市将加强定点医院建设，

构建央地军地协同、 平战结合的传染病救
治网络； 将加强负压病房和重症监护病房
建设； 将健全完善医疗机构与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 ， 构建 “疾
控-临床-科研 ” 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 ，
形成上下贯通、 医防融合的防病体系。

加强应急物资保障

疫情之初， 北京医用防护物资严重匮
乏。 卢彦介绍， 对此， 一方面， 我们将确
保有必要的实物储备。 充分考虑除疫情外
的其他风险 ， 明确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品
种 、 规模 ， 建立压茬使用 、 定期更换机
制。 另一方面， 将保存一定产能。 这次疫
情防控为了解决物资缺口， 我们在争取国
家调配同时， 下决心组织企业自己生产防
护物资。

下一步， 将合理评估需求， 在全市范
围内保留一定规模的应急物资生产企业，
实施重要应急物资相关生产线、 原材料的
全产业链布局。 注重产能转换， 实现随时
通过企业转产、 企业联合、 生产要素重组
快速获得新增产能。 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
度， 加强与企业的物资供应合作。 还将在
京津冀范围建立应急物资生产联保机制。
建立重大疫情防控物资保障配发机制和工
作预案， 确保精准调配， 最大化物资使用
效能。

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纳入社区治
理体系

据了解， 这次疫情防控中， 本市推动
力量下沉， 做实社区防控这个环节。 共有
160余万名党员和群众投入到社区防控 ，
开展 “敲门行动” “地毯式” 摸排、 强化
卡口管理 、 把守 “三无 ” 小区 ， 社区
（村） 严格居家和集中隔离观察共365.4万
人， 打响了一场人民战争， 构筑起了阻断
疫情的严密防线。

卢彦表示， 未来， 加强首都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一个重点， 就是将持
续夯实基层基础。 我们将把公共卫生服务
管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 做实社区 （村）

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作用， 用好物业企业这
支力量， 依靠居民建立物管会或自管会，
坚持社区健康监测、 跟踪随访等措施， 加
强对失管、 弃管小区的管理。 发挥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 广泛动员群众、 组织群众， 共同守护
好家园。 关心鼓励社区工作者进一步做好
本职工作， 继续发挥 “朝阳群众” “西城
大妈” 等群体作用， 构筑起防控疫情的铜
墙铁壁。

发挥科技、 人才、 法治方面在
防疫中的作用

这次疫情防控， 科技防疫发挥了重要
作用。 如在摸底排查中， 大数据提供了重
要支撑。 下一步， 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和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将充分发挥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应有的作用，
深化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 完善科研攻关
体系， 在提升疫苗、 有效药物等研发和生
产能力上狠下功夫， 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
和突破。

人才是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基
础。 目前， 本市公共卫生人才数量不足与
质量不高问题并存， 人才培养的定位、 层
级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 对此， 将发挥首
都高校和科研机构优势， 加大公共卫生领
域骨干人才培养力度； 建立医科类高校供
需对接机制， 面向实际， 以需定教， 拓展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渠道。 同时， 加强国际
人才合作交流， 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公共卫生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
团队。

法治方面， 目前， 本市地方性法规中
涉及公共卫生的有24件， 其中一些需要及
时修改完善， 比如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
法、 动物防疫条例、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发展中医条例 、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
等 ； 还有一些方面地方性法规尚未覆盖
到。 下一步， 将系统梳理评估本市公共卫
生领域相关法规规章 ， 统筹好基础性法
规、 小切口立法以及法律、 法规、 规章和
配套文件的衔接， 及时将防疫经验成果上
升为法规制度 。 细化完善法规的配套文
件， 建立公共卫生安全标准体系， 确保立
的法、 修的法管用有效。

筑牢基层公共卫生“网底” 加强应急物资保障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总
体上经受住了考验

5月17日下午，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 市政府新闻办主任、 市政
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 加强首都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直接关系到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 直接关系到首都2100多万市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直接关系
到首都功能发挥。

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 怎样建设首都
重大时代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是落实健康
中国战略 ， 推进健康北京建设的必然要
求， 是构建更加有效的首都治理体系， 提
高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首都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总体上经受住了考
验， 并创新创造形成和丰富了一系列好做
法、 好经验。

在院新冠肺炎患者仅剩6例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医疗保障组副组长、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主
任雷海潮说， 北京市在院病人已经下降到
6例， 在院病例中已经没有危重症病例。

经过近两个月努力， 目前全市70家医
疗卫生机构可开展核酸检测， 每日检测能
力达到5.1万个样本。

目前的疾病预防控制的人员数量， 跟
首都这样一个特大型都市所需要的公共卫
生安全的水平相比的话， 还需要进一步加
强力量的配置。

口罩日产量从0猛增到1200万只

卢彦在发布会上说，经过努力，北京口
罩日产量从0增到1200万只， 防护服日产
量从0套增加到3万套 ， 不仅满足自身需
求， 还支援了其他省区市， 甚至还出口了
一部分。

全国两会将于近期在北京胜利召开。
服务保障好全国两会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 。 市里已经制定服务保障方
案。 我们将做好两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 把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 最大限度降低各类风险， 为全国两会
胜利召开创造好的条件和氛围。

3个新冠肺炎诊断试剂获批上市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科技攻关专班成员、 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
表示， 北京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冠肺炎科技
防控领导小组、科技防治专家组、科研攻关
工作专班，部署了21个科技攻关项目，布局
了模式动物、 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
批关键技术平台。

目前，本市已有3个新冠肺炎诊断试剂
产品获批上市；3个新冠肺炎疫苗先后进入
II期临床试验；5个创新药获批临床试验，部

【现场发布】

【《若干意见》 要点】

卢彦介绍，关于《若干意见》主要内容，
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
为根本依据，全面落实。同时，突出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改革创新、强化
问题导向，突出首都特色和首善标准。

《若干意见》 明确了加强首都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 基
本原则和建设目标。 从改革完善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 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体系 、 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
度 、 健 全 统 一 的 应 急 物 资 保 障 体 系 、
强化公共卫生科技和人才支撑 、 强化公
共卫生法治保障等六个方面， 提出了加强
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内容和
具体措施。

《若干意见》 最后从完善公共卫生应
急指挥体系 、 严格落实 “四方责任 ” 、

加强公共卫生财政保障、 完善群防群控机
制 、 加强宣传引导等五个方面对加强
党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提出
要求。

为了提高 《若干意见》 的可操作性，
按照细化、 量化、 具体化、 项目化要求，
制定了 《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将
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确保取得实效。

【《若干意见》 背景】

分已完成II期临床研究。
同时，充分发挥北京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优势，推出北京“健康宝”“京心
相助”APP，研制智能测温系统，搭建医生

在线咨询平台，开发AI辅助诊断软件等，为
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