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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惠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和“三小”单位卫生间

管理提升工作的通知

辖区内各医疗卫生机构、各“三小”单位：

为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常委会第 117 次会议和区委主要领

导指示批示精神，以辖区群众满意为目标，根据《郑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管理提升工作的通知》

（郑卫〔2019〕137 号）《惠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转发关于开展

医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的通知》（惠卫函〔2019〕3 号）

文件精神，结合《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及十一届市委常委会第 117 次会议要求，以保洁常态化、设施标

准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和配置绿色环保为目标，集中三

惠卫〔2019〕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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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开展区医疗卫生机构和“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工作，

切实改善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和“三小”单位卫生间状况，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范围及目标

辖区内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和“三小”单位。年底之前，所有

医疗卫生机构全部达到《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达标卫生间规范》

标准，30%达到《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示范卫生间规范》标准，

利用 3-5 年时间全部达到示范卫生间规范标准；所有“三小”单

位的卫生间不低于二类公厕标准，争取达到一类公厕标准。

二、组织机构

成立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和“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穆亮主任担任，副组长由刘照顺副主任、吴

桂云副主任、宋宏剑正科级干部担任。区各卫生院（中心）按照

属地管理的原则，具体做好本辖区内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间

管理提升工作；区卫生监督所具体做好辖区内所有“三小”单位

的卫生间管理提升工作。

三、创建规范

详见附件。

四、时间

（一）部署动员阶段（9 月 30 日—10 月 15 日）

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和区卫生监督所要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明

确专人负责，对照标准，对本单位，本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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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单位卫生间的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工作台帐。

（二）集中整治阶段（10 月 16 日—10 月 25 日）

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和区卫生监督所针对摸底排查中所发现

的问题，逐一整治，及时销号，对新发现的问题及时录入工作台

账，明确整改时限，切实做到问题不反弹，并将治理情况及时上

报。

（三）督导验收阶段（10 月 26 日-11 月 1 日）

区卫健委将对区各医疗机构和“三小”单位卫生间整治提升

工作进行督查和验收，根据督查验收结果，进行公示，命名。区

各卫生院（中心）负责本辖区内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的督导、验收

工作，并按照要求上报相关表格和督查验收情况报告；区卫生监

督所责本辖区内所有“三小”单位的督导、验收工作，并按照要

求上报相关表格和督查验收情况报告。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和“三

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督导验收情况将统一上报市卫健委。

（四）长效管理阶段（11 月之后）

管理提升工作完成后，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明确管理制度，

严格工作标准，注重日常管理，逐步实现卫生间常态化管理。按

照《惠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转发关于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

专项行动的通知》（惠卫函〔2019〕3 号）文件精神，结合《国

家卫生城市标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及十一届市委常委

会第 117 次会议要求，抓好工作落实。此项工作纳入惠济区医疗

卫生机构爱国卫生工作考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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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区医疗卫生机构和“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是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

具体行动，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真实体现。

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和区卫生监督所要强化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制定专项方案，按照责任分工,建立工作机制,推进工作

落实。

(二)广泛发动，注重宣传

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和区卫生监督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健康教育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多种形

式营造声势浩大的宣传态势，突出卫生间管理提升工作的现实意

义和重要作用，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赢得辖区群众的认可。

（三）强化考评，确保成效

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和区卫生监督所要严格按照各阶段要求，

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注重落实成效。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

管理提升工作专项整治方案文件和工作台账，请于 10 月 18 日前

报区卫健委（爱卫办）综合科。“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工

作台账，请于 10 月 18 日前报区卫健委卫生监督所。集中整治期

间，实行定期通报制度，并将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管理提升

工作列入每月督导检查的重点内容，对落实不力、行动滞后、问

题反复、屡督不改、影响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工作大局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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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扣分，情节严重的直接评为黑旗单位。

“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工作联系人：李建，邮箱：

zzshjqwsjds@126.com，联系电话：63639612

区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管理提升工作联系人：李晨，邮箱：

hjqawbzhk@163.com，联系电话：66682760

附件：1.惠济区“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规范

2.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示范卫生间规范

3.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达标卫生间规范

4.惠济区“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统计表

5.惠济区“三小”单位卫生间汇总一览表

6.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管理提升统计表

7.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汇总一览表

2019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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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惠济区“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规范

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城

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关于在全市开展公厕标准化管理工作的

通知》（郑厕建管〔2018〕25 号）有关公共厕所卫生标准和要

求：

一、一类公厕

管理制度：有经过培训的专人管理，且不少于 2 人，有具体

工作制度、管理标准和保洁服务规范，设置保洁责任人信息公示

牌，有保洁、消毒、消杀等管理记录；

设施设备：厕所标志标识(含指示牌、引导牌)设置醒目，易

识别，配备防滑警示牌、昼夜可识别标识，并保持清晰、整洁，

无破损，不歪斜，24 小时开放，厕所门、窗、墙壁、屋顶、照

明灯具、便器、洗手池、水龙头、镜子、墩布(拖把)池、通风除

臭设备、无障碍设施等设施齐全完好，卫生间内设置挂钩，方便

群众悬挂物品，配备烘手机，及时补充洗手液、卫生纸，补充管

理人员日常工作中所使用的清洗消毒用品；

公厕外环境：整洁有序，无垃圾、无污水、无乱堆放、无乱

扯乱挂，设有灭鼠毒饵洞和诱蝇笼，坡道、台阶、扶手保持干净、

整洁，无破损，无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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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内环境：厕所内采光、照明和通风良好，无臭味，门窗、

墙壁、天花板等设施无积灰、污迹、蛛网，无乱涂画，张贴倡议

文明如厕的标识、标语、温馨提示等，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

如厕习惯，墙面光洁、地面整洁，无残留水迹、无污渍、无烟蒂、

无垃圾，便器、洗手池、台面镜面等设施设备及厕间清洁卫生，

无积水、积便、积污、痰迹、血迹、呕吐物、污染物等；便器活

动部件使用正常，纸篓无外溢，厕位隔板保持完好，干净整洁、

无乱贴乱画、乱涂写，门锁正常使用；

卫生消毒消杀：厕所内便器、洗手器具、扶手等每日卫生消

毒 2 次以上；通风、给排水设施、烘手器等设施设备每月消毒 2

次以上。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提高消毒频次，病媒生物防制做到

全年消杀。

二、二类公厕

管理制度：有专人管理，有具体工作制度和标准，有保洁、

消毒、消杀等管理记录；

设施设备：厕所标志标识(含指示牌、引导牌)设置醒目，易

识别，并保持清晰、整洁，无破损，不歪斜，24 小时开放，厕

所门、窗、墙壁、屋顶、照明灯具、便器、洗手池、水龙头、镜

子、墩布(拖把)池、通风除臭设备、无障碍设施等设施齐全完

好，及时补充管理人员日常工作中所使用的清洗消毒用品；

公厕外环境：整洁有序，无垃圾、无污水、无乱堆放、无乱

扯乱挂，设有灭鼠毒饵洞和诱蝇笼，坡道、台阶、扶手保持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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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无破损，无障碍物；

公厕内环境：厕所内采光、照明和通风良好，无臭味，门窗、

墙壁、天花板等设施无积灰、污迹、蛛网，无乱涂画，有文明提

示语，墙面光洁、地面整洁，无残留水迹、无污渍、无烟蒂、无

垃圾，便器、洗手池、台面镜面等设施设备及厕间清洁卫生，无

积水、积便、积污、痰迹、血迹、呕吐物、污染物等；便器活动

部件使用正常，纸篓无外溢，厕位隔板保持完好，干净整洁、无

乱贴乱画、乱涂写，门锁正常使用；

卫生消毒消杀：厕所内便器、洗手器具、扶手等每日卫生消

毒至少 1 次；通风、给排水设施、烘手器等设施设备每月消毒至

少 1 次。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提高消毒频次，蚊蝇孳生季节(5

月-11 月)，要根据实际情况喷洒灭蚊蝇药物，控制蚊蝇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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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示范卫生间规范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

室关于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整洁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卫办

规划函〔2019〕295 号）文件。特制定如下规范：

一、管理机制健全

1.设置保洁责任人信息公示牌，设置详细的卫生管理制度和

保洁服务规范。

2.公共区域和卫生间内外要设置醒目规范的导向牌、指示

牌、防滑警示牌等标识。

3.张贴倡议文明如厕的标识、标语、温馨提示等，引导就医

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如厕习惯。

4.合理配备足够数量的保洁人员，并在繁忙时段增加保洁频

次；有专门日常卫生检查和巡查工作机制，督促落实各项卫生管

理措施，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二、卫生环境整洁

6.卫生间门窗、隔板、地面、墙壁、便器、洗手池等设施设

备清洁卫生，无积水、积便、积污、痰迹、血迹、呕吐物、污染

物等。

7.卫生间内基本无蝇蛆、无明显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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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物品摆放有序、无其他杂物。

9.每天定时打扫并进行卫生消毒，有污染时及时清洁。有肠

道传染病流行时，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对卫生间（或粪便）

的消毒处理，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粪便污水处理和排放。

三、设施设备完善

10.门、窗、墙壁、屋顶、照明灯具、便器、洗手池、水龙

头、镜子、墩布池、防滑设施、通风除臭设备等设施设备齐全完

好；厕位设施设置为感应式或脚踏式，便器、洗手池等设施设置

为感应式。

11.卫生间内设置挂钩，方便患者悬挂输液瓶等物品。

12.健全完善卫生间适老化设施配置和改造，设置老年厕位

报警系统，提醒管理人员给予及时帮助。

13.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人性化服务，

完善相关设施；卫生间内建设无障碍设施。

14.卫生间内配备厕纸、洗手液、干手纸巾（或烘手机）并

及时补充，可酌情增设其他服务功能。

15.推进节能减排，降低维护成本，推广应用中水回用、节

水器具等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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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达标卫生间规范

依据《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要

求,特制定如下规范：

一、设施设备完善

“十有”：公厕设有醒目标志牌，方便群众如厕;有老年人、

残疾人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墙面有文明提示语；有防蝇、防

蚊和除臭设施或措施;有经过培训的专人管理；有管理制度、工

作标准；保洁工具摆放整齐有序;卫生间内有采光、照明和通风

设备;有感应或脚踏式蹲位、洗手器具等设施；有抽纸、洗手液。

二、环境卫生整洁

“十洁”即：顶棚墙壁洁；门、窗纱洁；老年扶手洁；地面、

蹲位、沟槽、便池、尿池洁；出入粪口干净清洁；隔断板门洁；

镜面、洗手盆、墩布池洁；干手器、挂钩洁；标牌、灯具洁；公

厕内外部环境洁。

“十无”即：无乱写乱画；无明显臭味；无尿碱污物；无积

粪；无扬尘蛛网；无纸屑污物；无蝇蛆（可视范围内，不超过 3

只/次）；公厕内外地面无积尿、积水、积冰。粪槽、便槽(斗)

和管道无破损，内外墙无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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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惠济区“三小”单位卫生间管理提升统计表

单 位 楼号 楼层
卫生间

数量
具体位置

等级分类 备注

（存在问题）示范 达标 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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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惠济区“三小”单位卫生间汇总一览表

单 位 楼栋数量
卫生间

数量

等级分类
备注（存在问题）

示范 达标 不达标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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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管理提升统计表

单 位 楼号 楼层
卫生间

数量
具体位置

等级分类 备注

（存在问题）示范 达标 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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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惠济区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间汇总一览表

单 位 楼栋数量
卫生间

数量

等级分类
备注（存在问题）

示范 达标 不达标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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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0月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