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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助力学校筑牢疫情防控网
楚雄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真履行学校疫情联防联控职责，及
时谋划、周密部署、协同攻坚，助力学校筑牢疫情防控网，确保各
学校依次有序开学，确保师生安全、维护校园稳定。助力做好返校
前工作准备。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编撰《托幼机构及学校防控技术指
南（试行）》，报请州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转发，供各级学校使用；与楚雄州教育体育局、楚雄技师学院联
合录制学校防护宣传视频 4 部，包括《发现学生有发热、咳嗽等可
疑症状，学校应如何处置（学校篇）》《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学校篇）》
《学校三检，因病缺课管理（学校篇）》和《学校公共
区域消毒（学校篇）》，广泛宣传普及疫情防治知识和防控要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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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校分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成立应对新冠肺炎防控联系学校工
作小组并及时制定联系指导方案，派出 4 组专业技术人员对楚雄城
区学校进行摸排，了解学校疫情防控情况，特别是疫情防控宣传教
育、消杀物资储备情况及存在困难等；参加学校疫情处置推演，以
《云南省重点场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托幼机构和学校
防控技术指南（试行）
》对学校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技术指导。派驻疾
控指导员抓实联防联控。派出 16 名专业技术人员为疾控指导员，挂
点联系 18 所学校，协助学校开展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方面，开展疫
情防控相关培训，让师生熟悉防控流程；另一方面，指导学校进行
健康教育、环境卫生清洁消毒、疫情处置等工作，全面落实联防联
控举措，确保学校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抓实抓细抓具体。发放防疫物
资护航校园安全。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对楚雄城区 2 所公立小
学、2 所公立幼儿园、21 家私立学校及培训机构，免费发放消杀物
资消毒灵粉 53 件和 84 消毒液 31 桶，并指导学校规范开展学校环境
消毒工作。同时，向楚雄一中发放医用外科口罩 1000 个，向各学校
发放新冠肺炎防护宣传画 300 余张，切实为学校做好疫情防控提供
必要的物资保障。
（楚雄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双柏县“四项措施”助推健康生活目的地建设
一是坚持高位推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双柏县委、政府确定
打造“养生福地·生态双柏”品牌的发展战略，积极探索乡村经济“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坚持以资源保护为基础、培强绿色产业为根
本、改善基础条件为保障，不断挖掘资源优势，最大程度将双柏县
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印发《双柏县旅游发展规划
（2016-2030）》，《双柏县中国彝乡民宿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方
案》，规划制订《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森林康养建设试点县规划方
案》
、
《双柏县国有林场森林康养建设试点单位规划方案》
，重点开发
以民族风情体验、生态休闲旅游、自驾自助旅游、农业休闲和乡村
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培育“神奇哀牢、秘境双柏”旅游品牌形象，
带动全县森林康养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二是发挥生态优势，打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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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品牌。双柏县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99.7%，境内共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1 个，州级自然保护区 2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42 万亩，
全县共有林地面积 502.5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达到 2051.7 万立方，
森林覆盖率高达 84%，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为
双柏县赢得了“滇中绿海明珠”和“中国彝族虎文化故乡”的美誉，为双
柏县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禀赋。县委县政府立足生
态优势，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以打造 “健康生活目的地”为目
标，以做强做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旅游文化产业、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产业、绿色食品加工与制造业”四大重点产业为支撑，做足“生态
+”“绿色+”文章，深入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公益林生态效益
补偿、农村新能源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积
极引进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助推生态产业，充分发挥森林的经济、生
态、社会效益，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
通过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农民增收，打造一批有市场竞争
力、有文化底蕴的特色产业品牌，形成“白竹山茶”“妥甸酱油”“邦三
红糖”“滇中黄牛”“密架山猪”“阳光玫瑰”“柏子匠人”“雅口飞鸡”等一
批绿色有机主打产品，形成了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实
现了生态与产业、农业与农民的“双赢”“共富”。 截至目前，累计取
得“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登记 58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8 个、绿色
食品 38 个、有机农产品 11 个、“白竹山茶”农产品地理标志 1 个），
认证登记总面积 5.58 万亩。三是育产业新业态，拓宽绿色发展渠道。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林为基、以康为要、以养为源”的发展理念，
不断培强壮大新的经营主体，带动全县森林康养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森林管护与康养融合发展，根据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和发展前景，研
究制定国有林区管护站点规划发展方案，在管护点建设中兼顾森林
管护和森林康养多重功能，全县累计争取到省州下达我县林区管护
站点建设资金 905 万元，国有林场筹集建设资金 2300 万元，共组织
实施国有林场林区管护站点提升改造和管护站点建设 24 个，建设了
国飞药膳、龙田韶苑、安龙哨森林山庄、老熊箐生态园、白竹山生
态茶庄等一批森林康养基地。发展林下产业，以打造“云药之乡”品牌
为重点，突出培育中药材主打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林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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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种养殖和林区游览观光项目，不断提升森林康养基地综合职能，
切实拓宽增收渠道。截止 2019 年末，全县已发展核桃种植 100 万亩，
实现产值 9670 万元；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4.1 万亩，实现产值 6.89
亿元。种植青花椒 7.8 万亩，种植冬桃、樱桃、红梨等经济林果 3.2
万亩，实现产值 1.437 亿元。培强壮大现有经营主体，支持和鼓励农
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积极发展生态农庄、生态休闲园和林下种
植产业，鼓励和引导企业和大户通过租赁、承包、联营等形式投资
森林康养产业基地建设，在全县范围内全县发展以森林康养为重点
的农家乐 42 家、民宿点 11 个。发展彝医文化，将双柏县源远流长的
彝族中医文化与森林康养相结合，初步构建森林康养健康服务体系，
积极开发中医药膳品种，组织全县中医专家编制药膳手册；发掘了
一批传统彝族中医乡土人才，组织开展了彝族中医文化交流会，对
双柏彝族中医文化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编制彝族中医养生方案。
打造全域旅游，集中一切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绿色康养+文化旅游”
产业，全面提升彝药中医、食疗药膳、康体养生等康体养生文化，
推动生态、文化、康养、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中国彝乡民
宿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查姆湖AA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水利风景区
创建成功，全县共建成大小酒店 116 家，日接待能力已突破 2800 人，
全县文化旅游产业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2019 年，
全县接待国外游客 602 人次，同比增长 76.02%；接待国内游客 16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39%；实现旅游总收入 237317.09 万元，同比
增长 44.2%。四是加大资金投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县委政府高度
重视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工作，加大投入，着力改善产业发展条
件。加大对发展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的资金扶持，完善了对发展森林
康养基地建设进行资金补助政策，每新建 1 个补助 7 万元，改扩建 1
个补助 3 万元，进一步提高了业主发展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不断增强中彝医药服务能力，投入资金 300 多万元，完成 8 个乡镇
卫生院中彝医馆建设以及县人民医院中医科改造提升；总投资 2.1 亿
元的县中医院项目一期中央预算内投资主体工程已完工，并成功争
取新增地方专项债券资金 1.1 亿元建设项目；第三季度全州集中开工
项目—绿色康养+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残疾人托养中心已完成主体建
- 4 -

设；争取南京大学资金 95 万元，为双柏县 40 个村卫生室配置中医
理疗设备及 3 个乡镇卫生院救护车，全县 60 个村卫生室能开展中彝
（双柏县卫生健康局 王耀文）
医药和理疗适宜技术治疗服务。

元谋县卫生健康局多措并举确保疫情防控与
医疗卫生服务双推进
一是增设就诊窗口，减少人员聚集。医疗单位根据患者数量适
当增设就诊窗口，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切实做到候诊、就诊、缴费、
取药、诊疗区域患者不聚集，保障诊室内“一医一患”，有效防止人员
聚集。增设传染病门诊就诊窗口，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传染
病患者在相对隔离情况下得到及时有效诊治。二是充分发挥中医药
优势和作用。为辖区群众开具中医药预防处方，开展艾灸疗法和穴
位贴敷、鼻炎熏蒸等中医适宜技术，在诊疗业务和疫情防控工作中
彰显中医特色，突显中医优势。三是强化物资供应保障，科学合理
调配资源。充分发动医疗单位拓宽物资采购渠道，加强与供货企业
的沟通联系，积极争取社会组织的支持帮助。结合各医疗单位工作
实际，科学调配医疗资源，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后备支撑。四是提
高医疗环境安全，杜绝疫情隐患发生。加大对诊疗区域的环境消杀
力度和频次，每天安排专人负责对工作区域、输液大厅、病房及卫
生间、医疗垃圾暂存点、生活垃圾处理点等区域进行环境消杀。严
格落实院内感染预防控制工作要求，加强医务人员规范化管理，提
升专业防控技能，防止院内感染发生。五是加强督导检查，提高工
作成效。坚持问题导向，组建工作专班，定期或不定期对留验站、
观察点、医院等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明确规
范要求，完善工作流程，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同时，
认真落实挂点联系制度，做好复工复产复学复市等工作的专业指导。
六是转变服务模式，有效开展基本公卫服务。在疫情防控期间，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变“入户随访”为“电话随访”，优化服务流程，提高
服务效率。主动关心签约居民，指导开展自我健康管理与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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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与获得感。七是发挥
医共体支持作用，推进资源合理下沉。逐步恢复正常的医疗卫生服
务秩序，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对防控力量薄弱的乡镇卫生院给予
人员、物资、技术支持，充实基层防控力量，切实提高疫情防控能
力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元谋县卫生健康局）

【简讯】
◆3 月 17 日上午，楚雄州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校园疫情防控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49 次调度会议召开，副州长、州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领导小组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杨虹
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月 17 日上午，州委州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召开第 50 次调度工作视频会议。
◆3 月 18 日下午，州委州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召开第 51 次调度工作视频会议。
◆3 月 19 日上午，2020 年全州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州公务中心
大会议室召开，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杨虹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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