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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医疗废弃物和医疗污水处置专项整治
攻坚行动方案

根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医疗废弃物和

医疗污水处置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宁卫办发〔2021〕

94 号）要求，为确保自治区党委生态环保督察组反馈我市各医

疗机构医疗废弃物和医疗污水处置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彻底整

改。经市卫生健康委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 2 个月的医疗废

弃物和医疗污水处置专项整治攻坚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目标

全面加强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弃物的收集

管理，确保医疗废弃物规范安全处置；全面做好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维护和监测，确保医疗废水各项指标达标排放。对自治区党委

生态环保督察组反馈我市各医疗机构医疗废弃物和医疗污水处

置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全面提升我市医疗废弃物、医

疗污水的规范化处置水平。

二、行动时间

2021 年 9 月—10 月。

三、行动范围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公立医院、社会办医疗机

构、疾控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四、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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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决完成环保专项督察问题的整改落实。各县（区）

卫生健康局、医疗卫生机构要站在守好生态环境生命线，建设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高度，更加坚定地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有力的政治自觉，坚决贯彻落实党委、政

府工作要求，坚决落实各级政府部门监督责任和医疗机构主体责

任，对标对表，举一反三，对自治区党委生态环保督察组反馈我

市的问题（附件 2、附件 3）要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措施、

明确责任人，限时完成，确保今年 10 月底前所有问题全部整改

到位。

（二）确保医疗废弃物、医疗污水在线监测系统按期安装联

网。按照 9 月 8 日下午全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突出问题

整改工作视频会议精神，9 月底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

部门确认的医疗卫生机构（附件 4），必须全部完成医疗废物、

医疗污水在线监控视频安装联网，实现数据上传。10 月底前，

其他产生少量医疗污水的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完成医疗污水处理

设施安装，规范开展医疗污水消毒处理，实现达标排放。20 张

床位及以上的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相关规定，科学确定污水处理设施的规模、工艺，

确保出水达标排放。20 张床位以下的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

后方可排放。

（三）全面规范医疗废弃物、医疗污水处置管理。一是准确

掌握基本数据。各县（区）卫生健康局要对辖区所有医疗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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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摸底造册，建立准确的医疗机构名单数据台账。二是规范

流程标识。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规范设置医疗废弃物暂

存间，规范张贴标识，按月申报医废物产生量，规范开展医疗废

物收集、贮存、登记、交接、转运等工作。三是紧盯薄弱环节。

重点解决基层医疗机构要医疗废物存放时间过长，化学性、病理

性、药物性医疗废物无企业处置，擅自自行销毁医疗废物，医疗

废物交接管理不规范、输液瓶去向不明、医疗污水设施不完善、

处置不规范、检测项目不全、检测频次不够，排放不达标等突出

问题。

（四）严格落实监督管理问责问效。市、县卫生监督机构要

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对专项督察

及区、市各类督导检查反馈的问题，必须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立案调查、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或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或不按照要求整改问题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对监督管理不到位，要追究监督管理责任。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中卫市医疗废弃物、医疗污水处置

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攻坚领导小组，名单见附

件 1），统筹负责攻坚行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督导工作，每半月

召开 1 次会议，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推动工作落实。市卫生健康

委包保县（区）领导要落实包保责任，督促问题整改和医疗废弃

物、医疗污水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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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工作进展通报机制。市卫生

健康委每半月发 1 期攻坚行动通报，及时反映各县（区）、医疗

机构工作进展情况，整治结果与年度效能考核、医院等级评审、

绩效考核以及医疗机构校验挂钩。二是建立督查机制。成立督查

暗访组，负责不定期开展暗访调查，及时发现问题，曝光典型，

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对于规定期

限没有整改到位，或拒不改正的医疗卫生机构，全部责令停业整

顿。

（三）强化监督执法。即日起，对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置

不规范的医疗卫生机构，暂缓年度校验。将医疗废物、医疗污水

规范处置作为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的必要条件，不达标的不予设置

或备案。与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协调、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及时

通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共同推动建立医疗

废物处置企业，医疗废物、 医疗污水智能监控监测长效机制。

（四）做好信息上报。各县（区）卫生健康局、市直属医疗

卫生机构要于 9 月 15 日前，制定本县（区）、单位攻坚行动工作

方案，并报市卫生健康委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每月 13 日、

28 日前，报送本县（区）、单位攻坚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纸质版

或 PDF 格式报送至市卫生健康委 502 室，电子版发送市卫生健康

委邮箱（zwswsj@163.com）。

联 系 人：拓万莉 李睿思

联系电话：0955-7988681

mailto:nxwstyzy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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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中卫市医疗废弃物、医疗污水处置专项整治攻坚行

动领导小组

2.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限期整改问题清单

3.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问题清单（中卫市）

4.2021 年全市医疗废水、医疗废物在线监测项目实

施单位名单



7

附件 1：

中卫市医疗废弃物、医疗污水处置专项整治
攻坚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 尹鹏睿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副组长 赵殿龙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王子湄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王耀玺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成 员 岳学虎 市卫生健康委规划信息与财务科科长

黄宗玺 市卫生健康委疾病防控与基层卫生科科长

拓万莉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改科科长

拓蕊琳 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负责人

王雅璐 市卫生健康委法制科负责人

张建华 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科负责人

李天军 沙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黎 萍 中宁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郝新城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医政医改科，具体负责攻坚行动方案指

定、工作进展情况汇总上报、人员培训及工作组织协调等，督促

指导各县（区）、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开展医疗废物、 医疗污水处

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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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限期整改问题清单

序号 督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整改要求 责任单位 责任人 整改时限

1

中卫市仅有 1家医疗机构安装了医疗

废弃物在线视频监控设施、1家安装了

医疗污水在线监测设施。

加快医疗污水在线监测和医疗

废在线视频监控建设，确保安全

完成任务

各县（区）卫生健

康局、市属各医疗

卫生机构、民营医

院

各单位

主要负

责人

2021 年 9 月

底前

2

中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约30箱过

期药品、废化学试剂等危险废物堆存在

院内车棚；

及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系，尽快

规范处置废弃化学试剂
中宁县卫生健康

局
黎 萍

2021 年 9 月

底前

3
中宁县人民医院病理性废物盛装过满，

未及时转运；

及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系，尽快

规范处置病理性废物

4
海原县人民医院监测报告项目不全，仅

监测粪大肠杆菌和余氯两项指标。

核查问题原因，尽快规范医疗污

水监测，完善监测项目

海原县卫生健康

局
郝新城

2021 年 9 月

底前

5

督察期间现场核查的中卫市7家医疗机

构，普遍存在未建立和落实医疗污水设

施日常维护制度，余氯、PH 值未达到要

求的监测频次，医疗废物转运箱破损，

医疗废物贮存库建设、标识标志设置不

规范等问题。

核查问题原因，加强医疗污水监

测，规范建设医疗废物暂存转运

设施

各县（区）卫生健

康局、市属各医疗

卫生机构、民营医

院

各单位

主要负

责人

2021 年 9 月

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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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问题清单（中卫市）
序号 存在问题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1

沙波头区人民医院：
1.医疗废物转移处置单填写不规范。
2.废弃输液瓶（塑料）库存量大，未及时开展处置工作，且台账记录不规范。
3.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沙坡头区卫生

健康局
李天军 9月 20 日前

2

沙坡头区柔远镇卫生院：
1.医疗废物标识标志设置不规范。
2.医疗污水设施未建立日常维护，余氯、PH 且未按照国家最新《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要求达到相关监测频次。
3.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3

中卫市人民医院：

1.医疗医疗暂存间标志标识设置不规范。

2.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市人民医院 雍春华 9月 20 日前

4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
1.医疗污水设施未建立日常维护，余氯、PH 且未按照国家最新《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要求达到相关监测频次。
2.医疗废物和医疗污水处置在线监测平台建设缓慢。

市妇幼保健院 吴录明 9月 20 日前

5 中卫市新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个别医疗废物转运箱出现破损现象。 新洁公司 张立明 9月 20 日前

6 中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约 30 箱过期药品、废化学试剂等危险废物堆存在院内车棚。

中宁县卫生健

康局
黎 萍 9月 20 日前

7

中宁县人民医院：

1.在冰箱里盛放的病理性废物未及时处置。

2.医疗废物转运箱出现破损。

3.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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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宁安镇卫生院：
1.医疗暂存间建设不规范。
2.医疗废物转运箱出现破损。
3.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4.医疗废水未进行处理直接排入污水管网。
5.医疗废物转移处置记录转运人员未签字。

中宁县卫生健

康局 黎 萍 9月 20 日前

9
中宁县疾控中心：
1.过期的检验试剂、药品等未及时处置。
2.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10
中宁县国仁医院：
1.医疗废物暂存间建设不规范。
2.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11

中宁县中医院：
1.医疗废物暂存间标识标志设置不规范，医疗废物转移处置单填写不规范。
2.医疗废物转运箱有破损。
3.医疗污水处理间内的化学消毒剂存放不规范。
4.医疗废物和医疗污水处置在线监测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12
中宁县石空镇中心卫生院：
1.医疗污水处理间没有相关的制度、流程、标识，未进行日常监测。
2.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13

中宁县余丁乡卫生院：
1.医疗废物暂存间内医疗废物未分区分类存放。
2.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未运行。
3.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推进缓慢。

14 海原县人民医院监测报告项目不全，仅监测粪大肠杆菌和余氯两项指标。

海原县卫生健

康局
郝新城 9 月 20 日前

15

海原县贾塘乡卫生院：

1.医疗污水转运无记录。

2.输液瓶与其他杂物混存，转运频次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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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全市医疗废水在线监测项目实施单位名单
序

号
市 医疗机构名称 行政区划 机构类别 医院等级

经营性

质
床位数

平均每日污

水排量（吨）

分管

领导
负责人

1 中卫 中卫市人民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三级乙等 公立 805 514.93 雍景华 王铁军

2 中卫 中卫市中医医院 沙坡头区 中医医院 三级乙等 公立 400 140 雍学泽 孙耀波

3 中卫 中卫市第三人民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二级 公立 100 26 纪永峰 王秀兰

4 中卫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 沙坡头区
妇幼保健

院
二级甲等 公立 40 20 赵锦芳 贾绍军

5 中卫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

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 260 60 陈德建 姚建伟

6 中卫 中宁县人民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二甲 公立 490 200 张银强 范天佑

7 中卫 中宁县中医医院 中宁县 中医医院 二级 公立 238 60 张 兵 李嘉兴

8 中卫 海原县人民医院 海原县 综合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 475 50 牛 军 马福海

9 中卫 海原县中医医院 海原县 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公立 220 60 田进云 马建平

10 中卫
海原县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
海原县

妇幼保健

院
二级乙等 公立 20 6 杨万东 马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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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卫
中卫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沙坡头区

公共卫生
机构

/ 公立 / 少量 宁怀军 徐慧霞

12 中卫 中卫市中心血站 沙坡头区
公共卫生

机构
/ 公立 / 少量 张爱军 黄振鑫

13 中卫 中卫卫尔康精神病医
院

沙坡头区 专科医院 一级 民营 69 少量 张文辉 王 芳

14 中卫 中卫大河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民营 一级 30 少量 张永莉 焦莉

14 中卫 中宁县疾控中心 中宁县
公共卫生

机构 / 公立 / 少量 白雪松 李怡婷

15 中卫
中宁县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 中宁县 妇幼机构 二级 公立 / 少量 李建平 冯 辉

16 中卫 中宁国仁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二级 民营 101 少量 吴 华 吴金艳

17 中卫 中宁血浆站 中宁县
采供血机

构
公立 / 少量 路 东 路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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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区医疗废物在线监控项目实施单位名单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行政区划 机构类别
经营

性质
机构等级

床位

数

每日产生

的医疗废

物（kg)

分管领导 负责人

1 中卫市人民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公立 三级乙等 805 400 王军萍 王益民

2 中卫市中医医院 沙坡头区 中医医院 公立 三级乙等 400 67.88 严红英 房英智

3 中卫市第三人民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公立 二级 100 约 25-35 纪永峰 高敏贤

4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 沙坡头区 妇幼机构 公立 二级甲等 40 20 赵锦芳 贾绍军

5 中卫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沙坡头区 公共卫生机构 公立 / 20 宁怀军 徐慧霞

6 中卫市中心血站 沙坡头区 采供血机构 公立 / 5 张爱军 黄振鑫

7 文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 4.7 高 洁 拓万红

8 中卫闽宁携手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民营 无级别 30 3.7kg 翁文彬 翁敦昌

9 中卫圣心源康复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民营 30 6.1 王 珏 时秀玲

10 中卫天康口腔医院 沙坡头区 专科医院 民营 无 20 4kg 孙 瑶 秦文辉

11 中卫卫尔康精神病医院 沙坡头区 专科医院 民营 一级 69 0.3 张文辉 王芳

12 中卫大河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民营 一级 30 15 张永莉 焦莉

13 宣和大河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民营 一级 30 1.6 张永莉 张妍玲

14 中卫爱尔眼科医院 沙坡头区 专科医院 民营 二级甲等 40 0.5kg 刘国伟 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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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医院 沙坡头区 综合医院 公立 二级甲等 260 50 陈德建 姚建伟

16 兴仁镇中心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39 6.5 张 虎 王渊

17 镇罗镇中心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27 3.25 宋 瑜 麦青

18 宣和镇中心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30 4 宋文芳 王占涛

19 永康镇中心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30 4 张生江 王秀娟

20 常乐镇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0 6 宋慧香 刘秀红

21 迎水桥镇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0 6.5 冯 轲 朱丽娜

22 东园镇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0 6.5 黄文东 杨磊

23 柔远镇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0 4 黄兴彬 张小磊

24 香山乡卫生院 沙坡头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无 0 2 孟作宾 杨保琴

25 中宁县人民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公立 二甲 490 170 张银强 曹瑜

26 中宁县中医医院 中宁县 中医医院 公立 二级甲等 238 30 梁学红 刘晓波

27
中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中宁县 妇幼机构 公立 二级 / 18 李建平 冯 辉

28 中宁县疾控中心 中宁县 公共卫生机构 公立 / 0.5 白雪松 李怡婷

29 恩和镇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0 5 刘 鹏 胡晓庆

30 中宁县鸣沙镇中心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40 2.4 田 祎 何 珊

31 中宁县新堡镇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0 10 康波平 王 玲

32 中宁县白马乡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0 1 杨 静 王莉慧

33 中宁县宁安镇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0 5 胡明慧 张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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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宁县太阳梁乡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0 2.5 李建文 孙丽文

35 中宁县大战场镇中心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25 34.2 孟凡举 戴 伟

36 中宁县舟塔乡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0 5 刘 科 温嘉莹

37 中宁县徐套乡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0 1.98 杨 峰 丁学芳

38 中宁县石空镇中心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45 9.09 李艳霞 周 颖

39 中宁县喊叫水乡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0 0.5 马全仁 马全仁

40 中宁县余丁乡卫生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0 3.5 苏立志 叶艳波

41 中宁县渠口农场医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0 5 裴 莉 张玉霞

42 中宁县长山头农场医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未定级 20 2.4 马晓梅 白学文

43
中宁县互联网+预防接种服务

中心
中宁县 公共卫生机构 公立 未定级 / 1.5 汪银华 汪雨卉

44 中宁健民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民营 一级 20 3.32 高晓伟 郭建喜

45 中宁消化病医院 中宁县 专科医院 民营 未定级 25 3 王 毅 胡英洁

46 中宁任众康医院 中宁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民营 未定级 35 4.4 任振卿 李娟娟

47 中宁文华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民营 未定级 35 1.3 吴建文 张莹莹

48 中宁国华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民营 未定级 50 3 吴明泽 杜晓娟

49 中宁仁心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民营 未定级 20 1.1 王 军 吴金娟

50 中宁泽华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民营 未定级 50 1 黄金梅 李 琴

51 中宁血浆站 中宁县 采供血机构 公立 / 60 路 东 路 东

52 中宁国仁医院 中宁县 综合医院 民营 二级 101 0.23 吴 华 吴金艳

53 海原县人民医院 海原县 综合医院 公立 二级甲等 475 160 牛 军 李复秀

54 海原县中医医院 海原县 中医医院 公立 二级甲等 220 18 田进云 马应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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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

南医院
海原县 综合医院 公立 三级乙等 330 127 李德银 王 斌

56 海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海原县 妇幼机构 公立 二级乙等 20 5 杨万东 田中正

57 海原县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 海原县 公共卫生机构 公立 / 3 李 娜 李进科

58 海原县海城镇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0 2 王正栋 田兴梅

59 海原县李旺镇中心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50 35 田彦贵 姚建明

60 海原县红羊乡中心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18 3 田 锐 乔 芸

61 海原县七营镇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0 3 康 亮 顾小溪

62 海原县三河镇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0 15 方建豹 魏淑霞

63 海原县甘城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8 1 穆晓辉 黄 琴

64 海原县郑旗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12 2 马 军 张 砾

65 海原县西安镇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15 2.6 谢娟 马忠义

66 海原县树台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5 2.8 马玉花 范对香

67 海原县史店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12 2 马鸿业 丁晓花

68 海原县贾塘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35 3 田凤花 马建珍

69 海原县关庄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8 1 温军强 阮 宁

70 海原县关桥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20 10 田 龙 赵金梅

71 海原县高崖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15 4 高文花 邵复江

72 海原县曹洼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12 1 马占成 马小燕

73 海原县九彩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10 2 马建国 杨婷婷

74 海原县关桥乡罗山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2 0.8 方苗苗 陈海娟

75 海原县红羊乡杨明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2 0.2 李 震 王若登

76 海原县李俊乡卫生院 海原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立 一级 8 2.61 金彩花 李会霞



- 17 -

抄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市生态环境局。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