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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现况

周首俊ꎬ陈艳琳ꎬ龚建华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ꎬ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罗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状况ꎬ为提高托幼机构的卫生质量及制定卫生保健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ꎮ 方法　 使用“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调查表”对深圳市罗湖辖区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目前在岗卫生保健人员 １７５ 名ꎬ有医学学历的保健员 １４６ 名(８３.４３％)ꎮ 上岗前参加卫生保健知识培训并

合格者 １５６ 名(８９.１４％)ꎮ 所有托幼机构儿童均有专用毛巾ꎬ洗手均使用流动水ꎬ儿童活动室、卧室空气消毒均使用紫外线

杀菌灯ꎻ均没有独立使用的保健室ꎬ平均面积 ２０.１１ ｍ２ ꎮ １２８ 所托幼机构儿童离园 ３ 个月以上返园时需进行体检ꎮ 仅 ２２ 家

托幼机构转出园(所)时需开具转园健康证明ꎮ 结论　 罗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已达到一定水平ꎮ 需进一步加强对卫生

保健人员的培训ꎬ平衡营养膳食ꎬ同时加大对民办园的扶持力度ꎮ
【关键词】 　 卫生保健质量ꎻ组织和管理ꎻ儿童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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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幼机构是 ３ ~ ６ 岁儿童进行集体保健与教育的

机构ꎬ卫生保健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该年龄段儿童

的生长发育与健康ꎮ 为了解深圳市罗湖区托幼机构

卫生保健状况ꎬ笔者参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

理办法» [１] «广东省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

法» [２]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 [３] «深圳市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评估标准» [４] 等相关法律法

规ꎬ设计问卷ꎬ为提高罗湖区托幼机构的卫生质量及

制定卫生保健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８ 月对深圳市罗湖辖区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ꎮ
１.２　 方法　 参考相关法律法规[１－４] ꎬ采用由罗湖区妇

幼保健院儿保科自制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调查表ꎬ
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班级卫生保健措施、保健室及卫

生保健工作、膳食管理情况、儿童疾病与伤害ꎮ 本研

究中调查的托幼机构均为收托 ３０ 名及以上儿童并取

得教育部门颁发办园许可证的托幼机构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录入数据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ꎬ其中报告率的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罗湖辖区各级各类托幼机构 １３９ 所ꎬ
教育部门办园 ２ 所ꎬ部门、机关、事业单位等部门办园

１ 所ꎬ国有企业办园 ３ 所ꎬ村集体办园 １ 所ꎬ民办园 １３２
所(９４.３％)ꎮ 仅 ８ 所托幼机构取得卫生保健评价合格

报告证ꎮ 收托形式均为全日制ꎮ
２.２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情况 　 １３９ 所托幼机构共有

教工人员 ４ ８４８ 人ꎬ保育人员 １ ０２２ 人ꎬ炊事员 ４０４ 人ꎮ
目前在岗卫生保健人员 １７５ 人ꎬ其中专职保健医生

１５１ 名 ( ８６. ２９％)ꎬ 有 医 学 学 历 的 保 健 员 １４６ 名

(８３.４３％)ꎬ取得医师或护师资格证书人员 ６７ 人

(３８.２９％)ꎬ有医疗执业证书人员 ５３ 人(３０.２９％)ꎮ 上

岗前参加卫生保健知识培训的在岗人员 １６４ 人

(９３.７１％)ꎬ其中培训合格者 １５６ 人(８９.１４％)ꎮ 教工

人数与在园儿童比例<５ 的托幼机构 ８ 所(５.７１％)ꎬ介
于 ５ ~ １０ 之间的 １２９ 所 ( ９２. １４％)ꎬ ≥ １０ 的 ３ 所

(２.１５％)ꎮ在园儿童与卫生保健人员比例≤１５０ 的托

幼机构 ４５ 所(３２.４％％)ꎬ介于 １５０ ~ ３００ 之间的 ８３ 所

(５９.７％)ꎬ>３００ 的 １１ 所(７.９％)ꎮ
２.３　 班级卫生保健措施　 所有托幼机构儿童均有专

用毛巾ꎬ洗手均使用流动水ꎮ 儿童有独立午睡的床

位ꎬ每人有专用水杯ꎬ有专用毛巾ꎬ被褥和床单ꎬ洗手

使用流动水ꎬ有专用厕所配置ꎬ室内有防蚊、蝇、虫等

设备ꎬ盥洗室和卫生间地面为防滑地面ꎬ室内电源插

座安装在 １.６ ｍ 以上的托幼机构分别有 １３３ꎬ１３８ꎬ１３９ꎬ
１３８ꎬ１３９ꎬ１１８ꎬ１２３ꎬ１２７ꎬ１２４ 所ꎮ
２.４　 卫生制度及卫生保健工作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设

立保健室ꎬ均为独立使用ꎬ平均面积 ２０.１１ ㎡ꎮ 所有的

托幼机构儿童入园时均查验预防接种证和儿童入园

(所)健康检查表ꎬ１２８ 所托幼机构离园 ３ 个月以上返

园时需进行体检ꎬ仅 ２２ 家托幼机构转出园(所)时需

开具转园健康证明ꎬ３３ 家托幼机构接收转园(所)儿童

时查验转园健康证明ꎬ所有托幼机构在园儿童每年进

行定期体检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托幼机构卫生制度及卫生保健工作报告率(ｎ ＝ １３９)

制度 报告托幼机构数
每日生活制度 １３９(１００)
膳食管理制度 １３９(１００)
体格锻炼制度 １３９(１００)
卫生与消毒制度 １３９(１００)
健康检查制度 １３９(１００)
常见病预防与管理制度(体弱儿管理) １３９(１００)
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制度 １３９(１００)
伤害预防制度 １３８(９９)
健康教育制度 １３８(９９)
卫生保健信息收集制度 １３１(９４)
入园时查验预防接种证 １３９(１００)
入园时查验健康体检表 １３９(１００)
离园 ３ 个月以上儿童返园时进行体检 １２８(９２)
转出园(所)儿童时开具转园健康证明 ２２(１６)
接收转园(所)儿童查验转园健康证明 ３３(２４)
在园儿童是否每年进行定期体检 １３９(１００)
每日有保健人员对班级进行巡视 １３９(１００)
保健人员进行晨检 １３９(１００)
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例时ꎬ有临时隔离措施 １３９(１００)
专人负责儿童活动设施的安全 １３９(１０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５　 托幼机构消毒措施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儿童活动

室、卧室空气消毒均使用紫外线杀菌灯ꎻ所有托幼机

构儿童餐具和水杯均消毒ꎬ其中 １２５ 家托幼机构使用

消毒柜进行消毒ꎮ ９４ 家托幼机构使用消毒柜消毒儿

童毛巾ꎮ
２.６　 托幼机构膳食管理情况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均为

在园儿童提供膳食ꎮ 每天提供 ２ 次正餐ꎬ１ ~ ２ 次点

心ꎮ 平均每人每日膳食费用 １３. ７５ 元ꎮ 均有儿童食

谱ꎬ７５.７１％(１０６ 家)的托幼机构儿童食谱每月更换 ４
次ꎬ由园所保健人员进行膳食营养计算ꎮ 所有托幼机

构食堂均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ꎬ均使用留样专用冰

箱对食物进行留样ꎮ 所有食物均有采购和验收记录ꎮ

３　 讨论

托幼机构是幼儿生活的集体场所ꎬ也是公共卫生

的重要方面ꎬ卫生设施的好坏对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有

直接影响ꎮ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是妇幼卫生工作

的重要内容之一[５] ꎮ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

办法» [１]第十二条规定ꎬ托幼机构聘用卫生保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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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收托 １５０ 名儿童至少设 １ 名专职卫生保健人

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ꎮ 收托 １５０ 名以下儿童的

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保健人员ꎮ 本研究发现ꎬ罗
湖辖区托幼机构以民办园和全日制形式为主ꎬ１３９ 家

托幼机构均配备卫生保健人员ꎬ其中在园儿童与卫生

保健人员比例≤１５０ 的托幼机构 ４５(３２.４％)所ꎬ介于

１５０ ~ ３００ 之间的托幼机构 ８３(５９.７％)所ꎬ>３００ 的托幼

机构 １１(７.９％)所ꎬ领先相关城区平均水平[６] ꎮ
根据 “深圳市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评估标

准” [３] ꎬ医生或护士必须具有执业证书ꎬ并受过儿童保

健培训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目前在岗卫生保健人员

１７５ 人ꎬ其中专职保健医生 １５１ 人ꎬ有医学学历的保健

员 １４６ 人ꎬ取得医师或护师资格证书人员 ６７ 人ꎬ有医

疗执业证书人员 ５３ 人ꎮ 上岗前参加卫生保健知识培

训并合格的在岗人员 １５６ 人ꎮ
卫生部«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 [１] 明

确规定ꎬ儿童入托幼机构前应当经医疗卫生机构进行

健康检查ꎬ合格后方可进入托幼机构ꎮ 罗湖辖区所有

托幼机构根据«深圳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制度»的要

求落实幼儿体检制度ꎬ 所有幼儿入园(所) 前均有健

康检查ꎮ 入园(所)时均有查验预防接种证和儿童入

园(所)健康检查表ꎮ 此外ꎬ所有托幼机构在园儿童每

年进行定期体检ꎬ体检人员为妇幼保健机构医生ꎮ 同

时儿童离开托幼机构 ３ 个月以上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后

方可再次入托[３] ꎮ 本研究显示ꎬ１２８ 所托幼机构离园

３ 个月以上返园时需进行体检ꎮ 仅 ２２ 家托幼机构转

出园(所)时需开具转园健康证明ꎮ ３３ 家托幼机构接

收转园(所)儿童时查验转园健康证明ꎮ
本研究显示ꎬ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均设立保健室ꎬ配置

率达 １００％ꎬ 均为独立使用ꎬ 与深圳市相关研究一

致[７] ꎬ高于我国其他省市的相关报道[８] ꎮ 同时按照卫

生部要求制定了卫生保健制度ꎬ落实各项卫生保健工

作ꎬ并做好登记工作ꎮ
托幼机构作为幼儿学习和生活的聚集地ꎬ作为手

足口病、麻疹等常见传染病的易感人群ꎬ如果消毒措

施不到位ꎬ极易造成传染病在园内的传播ꎬ因此ꎬ加强

托幼机构的消毒监测是保证托幼机构儿童身体健康

的重要手段[９－１０] ꎮ 罗湖区各托幼机构重视落实卫生

及消毒制度ꎮ 所有托幼机构均配备空气消毒设备ꎬ儿
童活动室、卧室空气消毒均使用紫外线杀菌灯ꎮ 儿童

餐具和水杯、儿童毛巾均按要求进行消毒ꎬ其中 １２５ 家

托幼机构使用消毒柜进行消毒ꎮ
幼儿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托幼机构的卫生

保健管理水平对儿童的成长十分重要ꎮ 其中膳食营

养和健康管理是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１１－１２] ꎮ
在膳食管理方面ꎬ罗湖辖区托幼机构加强对幼儿膳食

营养的管理ꎬ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均开展膳食营养分析并

制定带量食谱ꎬ并及时调整ꎬ做到食品的品种多样化ꎬ
有效保证了幼儿的营养均衡ꎬ对促进幼儿的生长发育

与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综上所述ꎬ应积极开展托幼机构专业知识与专业

技能的培训与指导ꎬ提高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的卫

生保健水平与管理水平ꎮ 罗湖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

健人员不足ꎬ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民办托幼机构的重

视ꎬ加大对该类托幼机构的扶持ꎬ进一步落实相关卫

生保健制度与人员配备[１３－１４] ꎮ 同时建议卫生部门提

高并重视保健医生人群的待遇与培训ꎬ从根本上解决

托幼机构的人员配备问题[１５] ꎮ 此外ꎬ妇幼保健院也要

加强对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指导与监督ꎬ进一步

完善托幼机构的卫生保健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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