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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 2019 年度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队伍建设情况袁为相关行政部门开展健康教育人才队

伍建设提供参考依据遥 方法 2020 年 3要5 月袁以逐级填报调查表的形式收集 2019 年度县渊区冤要市渊州冤要省三
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构成情况遥 结果 截至 2019 年底袁全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 331 名袁男女比例为
0.72院1曰平均年龄渊41.57依9.78冤岁曰从业年限中位数为 5渊2袁12冤年曰预防医学专业占 25.38%曰省尧市尧县三级健康
教育专业机构中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 94.97%尧76.92%尧40.6%袁高尧中尧初级及以下职称构成比分别为

1颐1.83颐0.33尧1颐0.95颐1.59 和 1颐4.25颐4.50曰人员配置率总体为 0.56 人/10 万袁最高为神农架林区渊1.30 人/10 万冤袁最低
为鄂州市渊0.28 人/10 万冤遥 结论 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存在专业性不足袁稳定性差尧配置率发展不平衡
等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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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nel team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Hubei

Province in 2019,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personnel. Methods From March to May 2020, the personnel composi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profes鄄
sional institutions at the county (district)-municipal (prefecture)-provincial levels in 2019 was collected via question鄄

naires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levels. Results As of the end of 2019, there were 331 professionals in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rovince-wide, with a male-female ratio of 0.72:1; the average age was(41.57依9.78) years, the median num鄄

ber of years of employment was 5 (2,12) years; preventive medicine profession accounted for 25.38%, among the three-

level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t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the proportions of bachelor degree and
above were 94.97%,76.92%,and 40.6%, respectively. The composition ratios of professional titles of senior, intermedi鄄

um, and junior or below were 1:1.83:0.33, 1:0.95:1.59 and 1:4.25:4.50,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staffing rate was 0.56
person/100 000, with the highest of 1.30 person/100 000 in Shennongjia Forestry District, and the lowest of 0.28 person/
100 000 in Ezhou. Conclusion There ar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ism, poor stability, and un鄄
even development of the allocation rate in the personnel of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Hubei Province.
[Key words] Health education;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Team construction; Health Professionalism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把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作为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重要抓手 袁国内外的经
[1]

关行政部门制定健康教育人员配置及人才队伍建设
决策提供参考依据遥

验表明袁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预防疾病尧促进人民

健康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2-6]袁而健康教育专业机构是

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政策尧
计划规划提供专业技术咨询袁组织尧协调尧指导社会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数据来自 2019 年度全国健康教育统计报表中叶健

系统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部门 袁合理优化健康教育

康教育所渊中心冤基本情况调查表曳袁填报单位为湖北

进工作长期稳固地开展袁而且也将有力推动健康教育

渊州冤级机构 13 个袁县渊区冤级机构 90 个袁共计 104 个

[7]

专业机构的人员配置袁不仅有利于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工作的创新性发展

遥 本研究通过对 2019 年度湖北

[8-10]

省三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的人口学特征及地方

配置率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袁发现存在的问题袁为相

省三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遥 其中省级机构 1 个袁市
单位填报遥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

1.2.1 调查方法 2020 年 3 月袁通过行政发文袁对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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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健康教育专业机构渊包括独立健康教育所尧隶属
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健康教育所渊科冤冤进行普查遥
由湖北省健康教育所统一下发调查表袁采取县渊区冤要
市渊州冤要省逐级上报的形式进行收集遥
1.2.2 调查内容 包括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基本情
况尧区域人员配置率等内容遥 其中袁人员基本情况包括
性别尧年龄尧文化程度尧专业尧职称尧从业年限等人口学
特征袁区域人员配置率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总数
与其所属行政区划下常住人口的比值渊单位院人/10 万冤袁
按全省 17 个省直属行政区划分遥
1.2.3 质量控制 培训相关机构调查表调查员袁明确调
查指标曰 通过省内健康教育统计报表工作 QQ 群尧Email 等方式进行填报咨询袁并对可疑数据尧缺失数据
进行复核遥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质量控制袁
用 SPSS 26.0 软件与 Excel 2003 相结合袁对 EpiData
3.1 软件中的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遥
2 结果
2.1 机构人员基本情况
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现有人员共 331 名袁男
女比例为 0.72颐1曰平均年龄渊41.57依9.78冤岁曰预防医学
专业占比 25.38%曰从业年限中位数为 5渊2袁12冤年曰省尧市
渊州冤尧县渊区冤三级专业机构中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分别为 94.97%尧76.92%尧40.6%袁高尧中尧初级及以下职称
构成比分别为 1颐1.83颐0.33尧1颐0.95颐1.59 和 1颐4.25颐4.50遥
见表 1遥
2.2 机构人员配置率
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总体配
置率为 0.56 人/10 万袁 配置率按省直管行政区划排
序袁最高为神农架林区 1.30 人/10 万袁最低为鄂州市
0.28 人/10 万遥 见表 2遥
3 讨论
3.1 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总体优势
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平均年龄为渊41.57依
9.78冤岁袁25耀44 岁人群占比 52.26%袁且 25 岁以上各
年 龄段比 例较 为均衡 袁 年龄结构 较 为年轻曰 省 尧 市
渊州冤尧县渊区冤三级专业机构中袁本科及以上学历均超
过了叶野十三五冶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规划曳渊以下
简称野叶规划曳冶冤中 65%尧50%尧35%的要求[11]袁学历构成
优于黑龙江省尧四川省等地[12-13]袁年龄层及学历的优势
将有助于湖北省推动健康教育工作的创新性发展遥
3.2 健康教育专业人员专业能力亟待加强
健康教育学属于预防医学学科袁但它同时也是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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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 年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基本情况[n渊%冤]
人口学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渊岁冤
约25

省级

市渊州冤级

县渊区冤级

9渊47.37冤

33渊42.31冤

97渊41.45冤 139渊41.99冤

10渊52.63冤
0

合计

45渊57.69冤 137渊58.55冤 192渊58.01冤
0

9渊3.85冤

9渊2.72冤

25耀34

7渊36.84冤

28渊35.90冤

51渊21.79冤

45耀55

6渊31.58冤

26渊33.33冤

92渊39.32冤 124渊37.46冤

35耀44
跃55

文化程度
硕士/博士
大学本科
大专及以下
专业
预防医学
护理学
临床医学
其他医学专业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5渊26.32冤
1渊5.26冤

12渊63.16冤
6渊31.58冤

16渊20.51冤
8渊10.26冤

20渊25.64冤

66渊28.21冤

86渊25.98冤
87渊26.28冤

16渊6.84冤

25渊7.55冤

8渊3.42冤

40渊12.08冤

40渊51.28冤

87渊37.18冤 133渊40.18冤

12渊63.16冤

25渊32.05冤

47渊20.09冤

84渊25.38冤

0

8渊10.26冤

44渊18.80冤

52渊15.71冤

1渊5.26冤
0
0
0
0

18渊23.08冤 139渊59.40冤 158渊47.73冤
8渊10.26冤
5渊6.41冤
4渊5.13冤
0

64渊27.35冤
32渊13.68冤
3渊1.28冤
2渊0.85冤

72渊21.75冤
37渊11.18冤
7渊2.11冤
2渊0.60冤

其他非医学专业 7渊36.84冤

28渊35.90冤

42渊17.95冤

77渊23.26冤

6渊31.58冤

22渊28.21冤

24渊10.26冤

52渊15.71冤

2渊10.53冤

26渊33.33冤

70渊29.91冤

98渊29.61冤

职称

副高及以上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从业年限渊年冤

11渊57.89冤
0

21渊26.92冤 102渊43.59冤 134渊40.48冤
9渊11.54冤

38渊16.24冤

47渊14.20冤

约5

5渊26.32冤

31渊39.74冤 110渊47.01冤 146渊44.11冤

10耀20

5渊26.32冤

16渊20.52冤

5耀9

跃20

5渊26.32冤
4渊21.04冤

19渊24.36冤

54渊23.07冤

78渊23.56冤

12渊15.38冤

20渊8.55冤

36渊10.88冤

50渊21.37冤

71渊21.45冤

表 2 2019 年湖北省各地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区域人员配置率
行政区划
神农架林区
宜昌市
十堰市
武汉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荆门市
恩施州
仙桃市
黄冈市
潜江市
孝感市
襄阳市
荆州市
随州市
天门市
鄂州市

人数
1
36
25

总人口渊万冤

配置率渊人/10 万冤

340.60

0.73

7.67
413.59

80
17

1108.10
254.33

14
16

289.65
337.80

14
5

27
4
20
20
19
7
4
3

247.07
114.00
633.00
96.60
492.00
566.90
559.02
221.67
127.23
107.77

1.30
0.87
0.72
0.67
0.57
0.48
0.47
0.44
0.43
0.41
0.41
0.35
0.34
0.32
0.31
0.28

注院 全省常住人口数据统计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局官网 2019 年湖北

统计年鉴

交叉学科袁涉及到教育学尧新闻与传播学等多个内容袁
健康教育专业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尧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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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较强的职业能力[14-15]袁调查结果显示袁湖北省健康
教育专业机构人员中袁预防医学专业占比仅为25.38%袁
且省尧市尧县三级逐层降低袁县级最低仅为 20.09%袁教
育学尧新闻与传播学等相关非医学专业人员占2.71%遥
在其他医学专业和分医学专业中袁护理学和临床医学
是占比较高袁尤其是县渊区冤级专业机构人员以护理学
专业为主袁经济学尧工学尧法学等其他非医学专业占比
高达 23.36%袁专业不对口问题较为严重遥 专业的不匹
配袁导致专业人员在预防医学类卫生职称报考和评审
受到一定的限制袁工作积极性降低袁全省无职称和初
级职称人员合计占比高达 43.81%袁市渊州冤和县渊区冤
级专业机构人员的职称结构以中尧初级为主袁与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卫生服务机构高尧中尧初级职称比例为
1颐3颐1 的结构相差甚远[16-17]遥 市渊州冤和县渊区冤级专业人
员是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者袁专业人才的
缺失袁导致现场调查尧统计分析尧健康传播等专业性工
作成效大打折扣袁无法满足公众对健康教育的需求遥 因
此加强健康教育专业人员能力建设袁尤其是市渊州冤和
县渊区冤级人才队伍建设袁非常必要且迫切遥
3.3 健康教育专业人员的稳定性差
调查结果显示袁近一半人员的健康教育工作年限
在 5 年以下袁从业年限年龄段来看袁省级最为稳定且
均衡袁县渊区冤失衡严重袁5 年以下从业人员占比高达
47.01%袁20 年以上从业人员仅占 8.55%袁由于县渊区冤
级健康教育机构人员存在待遇低尧受重视程度低尧职
业发展前景差等问题袁导致人员流失严重袁很多岗位
存在有其他专业岗位人员临时兼任的情况袁专业岗位
的不稳定性及人员交替频繁袁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健康
教育工作的持续性袁致使专业岗位工作经验无法良好
地延续遥
3.4 健康教育专业人员配置率发展不平衡
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员与服务人群的配
置率为 0.56 人/10 万袁低于 2017 年北京市 0.60 人/10 万
的调查结果[18]袁同时也远低于叶规划曳中袁到 2020 年配
置比 1.75 人/10 万人口的目标袁且各地差异显著袁如同
为地级市的宜昌市和鄂州市袁配置率相差超过 3 倍袁
分配不均衡遥
健康促进与教育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策略和
措施遥 人力资源是健康教育行业中最为关键的资源[19-20]袁
健康促进与教育专业人员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健康中
国建设的成效遥 本次调查显示袁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
机构人员存在数量不足尧结构不合理和专业背景复杂
等问题袁直接制约了湖北省健康促进与教育事业的发
展遥 提示健康教育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是当前健康教
育事业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21-22]遥因此袁在未来健康教
育专业人才的发展上袁我们建议充分利用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23]袁建立湖北省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人
员培养和激励机制袁严把进人关袁积极与高校开展合
作袁 探索具有湖北特色的预防医学类继续教育模式袁
尤其要改善市渊州冤和县渊区冤级工作人员对口专业学
历袁在专业理论的支撑下袁开展操作演示尧现场模拟尧
专业技能比赛尧实战演练等多样化的培训形式[24-25]袁对
在职人员开展经常性尧系统性的业务能力培训和继续
教育袁以提高其综合素质与能力袁建议健康教育有关
职称管理部门将健康教育培训尧从业年限作为专业职
称评审和职务提升的重要依据袁同时积极争取相关政
策资源[26-27]袁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的多部门联动袁通过政
府职能部门袁优化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的人员配置率及
相关保障袁继而更好地为提高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服务[2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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