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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解释及创建责任分工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计算方法 口径范围 来源部门 备注

1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占比（%）

全市全年空气质量指数（AQI 指数）≤

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百分比。

全市全年空气质量指数（AQI 指数）≤100 的天数/

全年天数×100%
市域 生态环境分局

按照《环

境空气质

量 指 数

（AQI）技

术规定》

执行。

2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天）

全市全年空气质量指数 AQI＞200 的天

数。
全市全年空气质量指数 AQI＞200 的天数 市域 生态环境分局

3
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

居民饮用水末梢水监测水质达到《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常规指标要求的水样

合格比例。

检测饮用水末梢水常规指标达标的水样数/检测总

水样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4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

全保障达标率（%）

区域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

达标个数占总个数比例。

达标饮用水水源地个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总数

×100%
市域 水利局

仅统计辖

区内全国

重要饮用

水水源地

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报告期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

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100% 建成区 城市管理局

6
公共厕所设置密度（座/

平方公里）
建成区单位面积内公共厕所数量。

城市建成区内独立式和附属式公共厕所总数/城市

建成区面积
建成区 城市管理局

7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农村)（%）

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的农户数占农村

总户数的比例。

本地农村（不含县城）当年无害化卫生厕所总户数

/本地农村（不含县城）当年总户数×100％
农村 农业农村局

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 建成区内公园绿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 建成区公园绿地总面积/当年建成区常住人口数 建成区 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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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计算方法 口径范围 来源部门 备注

方米/人）

9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

主要病媒生物鼠、蚊、蝇、蟑螂密度控

制水平达到 B 级及以上的街道比例。

（主要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达到 B 级的街道+达

到 A级的街道）/街道总数×100％
建成区 卫生健康委

10
国家卫生县城（乡镇）

占比（%）

已创建成的国家卫生县城（乡镇）占市

域范围县、自治县和乡镇级区划总数的

比例。

国家卫生县城（乡镇）个数/县、自治县和乡镇级

区划总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11
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实际

报销比（%）

基本医保（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城镇

居民医保、新农合）基金支付的住院费

用占基本医保参保（合）者住院总费用

的比例。

本年度某项基本医保基金支付的住院费用/同年同

项基本医保参保（合）者住院总费用×100%
市域 医疗保障局

12
城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平方米/人）

当地建成区常住居民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

体育场地面积（室外+室内）/当年建成区内常住人

口数
建成区 教育体育局

无年度数

据用最近

普查数据

13

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

导员人数比例（人/千

人）

常住居民中每千人拥有指导员人数。 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常住人口数×1000 市域 教育体育局

14
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

（%）

重点行业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

岗期间应接受职业健康检查人员中实

际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比例。

重点行业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

健康检查人数/应接受职业健康检查人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15
食品抽样检验 3批次/千

人（批次/千人）
每千名常住人口食品抽样检验数量。

年末辖区内组织食品抽样检验批次数/年末常住人

口数×1000
市域 市场监管局

不包含快

检数据

16
学生体质监测优良率

（%）

学年体质综合评定总分≥80 分学生数

占参加评定学生总数的比例。

学年体质综合评定总分 80 分以上（含 80 分）学生

数/参加评定学生总数×100%
市域 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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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计算方法 口径范围 来源部门 备注

17
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

老床位数（张/千人）

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的各类养老服务

机构的床位数。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数/当地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数×1000
市域 民政局

18 健康社区覆盖率（%）
健康社区数占辖区内所有社区数的比

例。
健康社区数/辖区内所有社区数×100％ 市域 民政局

19 健康学校覆盖率（%）
健康学校数占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数的

比例。

健康学校数/辖区内所有中学和小学数量之和×

100％
市域 教育体育局

20 健康企业覆盖率（%）
健康企业数占辖区内所有大、中型企业

数的比例。

健康企业数/辖区内所有大型和中型企业数量之和

×100％
市域

科技工信局、

工会等部门

21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

管理率（%）

每年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管理的确诊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数占所有登记在册的

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的比例。

每年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管理的确诊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数/所有登记在册的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

×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22 儿童健康管理率（%）

年度辖区内接受 1次及以上随访的 0-6

岁儿童数占年度辖区内 0-6岁儿童数的

百分比。

年度辖区内接受 1 次及以上随访的 0-6 岁儿童数/

年度辖区内 0-6 岁儿童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23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该地区该统计年度内，按系统管理程序

要求，从妊娠至产后 28 天内有过孕早

期产前检查和怀孕期间至少 5次产前检

查，新法接生和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占

该地区该统计年度内活产数的百分比。

辖区内妊娠至产后 28 天内接受规定服务的总人数

/该地同期年度内的总活产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24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

（人/万人）
每万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全科医生人数。 年末全科医生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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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计算方法 口径范围 来源部门 备注

25
每万人口拥有公共卫生

人员数（人/万人）

每万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公共卫生工作

人员的总数。

年末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数/同年末常住人口数

×10000（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

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市域 卫生健康委

26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张/千人）

每千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

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年末常住人口数×
10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27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占比（%）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占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的比例。

（1）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乡镇卫生院/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

总数×100％

（2）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村卫生室/所有村卫生

室总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28
卫生健康支出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

指本地区卫生健康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卫生健康支出/财政支出×100% 市域 财政局

29 人均预期寿命（岁）
户籍人口 0岁尚存者预期平均尚能存活

年数。
TX（生存总人年数）/LX（尚存人数） 市域 卫生健康委

无年度数

据用最近

普查数据

30 婴儿死亡率（‰）
婴儿出生后不满周岁死亡人数占同期

活产儿总数的比率。

年内未满 1 岁婴儿死亡数/同年活产儿总数×

10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31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规定年份出生的儿童在年满 5岁前死亡

的概率（表示每 1000 名活产的比率）,

但须以现有年龄死亡率为准。

同年 5 岁以下儿童死亡数/同年活产儿总数

×10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32 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
从妊娠开始至产后 42 天内死于各种原

因的孕产妇,占同期每 10万次分娩活产

某年某地区孕产妇死亡数/同年同地区活产数×

1000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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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计算方法 口径范围 来源部门 备注

数的比例。

33

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

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

的人数比例（%）

城乡居民 20-39 岁组《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综合得分≥23 分的人数以及 40-59

岁组综合得分≥18 分的人数的总和占

监测总人数（20-59 岁）的比例。

（20-39 岁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综合得分≥23

分的人数+40-59 岁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综合

得分≥18 分的人数）/监测总人数（20-59 岁）×

100％

市域 教育体育局

34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1/10 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管理的传染病分甲类、乙类、丙类三类，

其中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占同期

全市常住人口数的比例。

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同期全市常住人口数×

1000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35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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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概

率。

可通过 30-70 岁间四类慢病合并的年龄别（5岁组）

死亡率来推算（具体计算方法见 “※注释”）
市域 卫生健康委

36
18-50 岁人群高血压患

病率（%）

18-50 岁常住人口中患高血压人数占该

人群人口总数的比例。

18-50 岁常住人口高血压患者数/同年 18-50 岁常

住人口总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37
肿瘤年龄标化发病率变

化幅度（%）

辖区居民当年肿瘤年龄标化发病率与

上年相比增长的幅度。

（当年肿瘤年龄标化发病率-上年肿瘤年龄标化发

病率）/上年肿瘤年龄标化发病率×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38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具备基本健康素养居民占所有居民的

比例。

调查居民中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数/调查居民总

人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需要提供

有本市代

表性的调

查数据

39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

抽样调查人群（15 岁及以上）中吸烟者

占调查者总数的比例。
被调查者中吸烟者人数/被调查者总数×100％ 市域 卫生健康委

需要提供

有本市代

表性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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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计算方法 口径范围 来源部门 备注

查数据

40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

比例（%）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常住总人

口数的比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指每周

参加体育锻炼活动不少于 3次、每次不

少于 30 分钟、锻炼强度中等以上。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常住总人口数×100％ 市域 教育体育局

41 媒体健康科普水平

相关部门在不同类型大众媒体上开展

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包括面向公众的

以健康为主题的网站或主页，在电视

台、广播电台、报纸期刊上设置固定的

健康栏目。

在面向公众的以健康为主题的网站/主页、电视台、

广播电台、报纸期刊 4 类媒体上均设置了固定的健

康栏目来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得 4 分，少一

类减 1 分

市域

卫生健康委、

文广旅局、融

媒体中心等部

门

可从“卫

计统40-1

表”中获

取相关数

据

42 注册志愿者比例（%）
本市“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注册

的志愿者人数占全市人口总数的比例。

本市“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注册的志愿者总

人数/本市常住人口总人数×100％
市域

民政局、文明

办、共青团等

部门

※注释：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计算方法

30-70 岁四类慢病过早死亡率可通过 30-70 岁间四类慢病合并的年龄别（5岁组）死亡率来推算，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测算方法。30-70

岁四类慢病无条件概率计算公式为： 。 其中， 为对于每个 5 岁组，死于四类慢病的概率，计算公式

为： （其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