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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政协海口市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254 号提案答复的函

徐宏敏委员：

您《关于在我市进一步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建议》（第 254

号）收悉。非常感谢您对我委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研究，现就

有关情况函复如下：

随着滨江滨海花园城市和自贸区（港）建设，海口社会文明

和经济文明高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于急救的

需求越来越多，以“互联网+社会智能急救”思维在我市应急知

识普及培训方面，我委作出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仍

有很多市民对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不重视，知之甚少，在突发事

件发生时，丧失了宝贵的抢救时机。

为进一步提高全民急救意识，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计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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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至 2024 年组织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海南卫生健康职业

学院等单位在全省开展急救知识普及行动。按照统一部署，海口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承担着我市急救普及

任务。开展全民急救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素

养，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也是推动《健康中

国行动（2019-2030 年）》和《海南省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实

施方案》落地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是构建与我市自由贸易港建

设相适应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主要目标

（一）全民急救知识普及率持续提高。加大急救知识和技能

培训力度，通过线上和线下教学，使公众掌握基本必备的心肺复

苏术、除颤术、气道梗阻解救术，及时有效挽救生命。到 2024

年，线上学习率达到全市人口数量的 30%以上，参加线下培训

25000 人，其中持证培训 5000 人，线下培训率达到全省人口数的

2%以上。

（二）重点行业人群持证率显著提高。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公

职人员、公安民警、交通警察、学校师生、文化旅游体育从业人

员、交通港航运输从业人员等六大类重点从业人员，通过集中培

训，让重点行业人员急救培训参与率进一步提高。到 2024 年，线

上学习率达到从业人员数量的 70%以上，参加线下培训 25000 人，

其中持证培训 10000 人，持证率达到从业人员数量的 30%以上。

（三）特殊人群现场急救能力有效提升。组织全市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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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防救援人员参与更为专业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到 2024

年，做到线上学习率达到从业人员数量的 100%，参加线下培训 600

人（消防员约 400 人，乡村医生约 200 人，共 1800 人），持证率

达到从业人员数量的 80%以上。

（四）群众的现场救护参与度明显提升。建立一个急救培训、

急救志愿者管理、AED 地图以及可以与 120 指挥系统互连的应用

软件。组建急救志愿服务队，实现 120 调度指挥与急救志愿者的

紧急调派，充分发挥“急救志愿者”在突发事件现场急救作用。

二、主要任务

（一）制定 2022-2024 年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

海口市急救普及工作的推进按照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

的《海南省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协

调全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订年度和行业实施方案，下发通知，

组织学员，督导工作质量和进度，确保全市急救知识普及行动工

作稳步、有序地推进。

（二）建立急救普及培训和管理模式

组织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制定急救普及培训标准。制定以心

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术、气道异物梗阻解救术、止血

术等知识与技能为基础的培训大纲、教学标准、考核标准以及证

书管理的实施方案，规范培训流程，针对不同人群编制急救手册，

明确急救培训主体、培训要求。

（三）全面推进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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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人群现场救护知识培训。

培训对象：乡村医生、消防救援队员。

培训形式：小规模培训班形式开展。

承办主体：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承办。

师资配比：每 1名老师教 6名学员，每名学员配备 1 套模拟

人和 AED 训练机。

培训场次：每场 40 人。每年计划开展 10 场，每年培训 400

人。三年累计培训 30 场，培训人员 1200 名。

培训时长：8个学时（一天）。

教材证书：发放急救教材，经考核合格，发放海南省急救医

学培训中心（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培训合格证书。

培训内容：

理论：如何正确拨打 120 急救电话、急救原则、日常急救常

识（烧烫伤、溺水、动物咬伤、鱼刺卡喉、鼻出血、动物咬伤、

煤气中毒）、常见急症救护（猝死、中风、心梗、癫痫、中暑）、

止血术、包扎术、固定术、搬运术。

操作技能：成人/儿童/婴儿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

使用、异物梗阻解救术、止血术、包扎术、固定术、搬运术。

2.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心肺复苏标准培训。

培训对象：全市重点行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公

安干警、交通警察、校园师生、文化旅游体育从业人员、交通港

航运输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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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形式：小规模培训班形式开展。

承办主体：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承办。

师资配比：每 1名老师教 10 名学员，每名学员配备 1套模拟

人和 AED 训练机。

培训场次：每场 50 人。每年培训 1500 人，连续三年培训 4500

人。

培训时长：4个学时（半天）。

教材证书：发放心肺复苏培训教材，经考核合格，发放海南

省卫健委心肺复苏标准培训证书。

培训内容：理论内容：急救原则、常见急症救护（猝死、中

风、心梗等）。操作技能：成人/儿童/婴儿心肺复苏术、自动体

外除颤仪的使用、异物梗阻解救术、止血术。

3.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和全市居民心肺复苏普及培训。

培训对象：全市重点行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公

安干警、交通警察、校园师生、文化旅游体育从业人员、交通港

航运输从业人员）和全市居民。

培训形式：大规模培训班形式开展。

承办主体：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承办。

师资配比：每 1名老师教 20 名学员，每 1-2 学员配备 1 套模

拟人和 AED 训练机。

培训场次：每场 100 人，每年培训各 5000 人，连续三年培训

1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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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时长：3个学时。

教材证书：发放心肺复苏培训手册，不考核，培训完发放海

南省急救医学培训中心（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心肺复苏普及培

训证书。

培训内容：

理论内容：急救原则、常见急症救护（猝死、中风、心梗等）。

操作技能：成人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异物

梗阻解救术、止血术。

4.公众急救知识普及讲座。

培训对象：除重点人群之外的其他居民。

培训形式：以讲座、急救安全屋、小地摊等形式开展。

承办主体：由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承办。

师资配比：2-4 名老师，每 4-10 套模拟人和 AED 训练机。

培训场次：每场 50 人。每年培训 15000 人，连续三年培训

45000 人。

培训时长：2个学时。

教材证书：发放急救宣传页，发放海南省急救医学培训中心

（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急救知识科普讲座证书。

培训内容：

理论内容：急救原则、常见急症救护（猝死、中风、心梗等）、

自救互救知识。

操作技能：导师演示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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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物梗阻解救术、止血术，少数学员体验。

（四）多渠道传播急救知识

急救导师在普及培训的同时，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鼓励我

市媒体采访报道，急救中心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媒体向公众普及急

救知识。《海口网》、《海口日报》、海口网络广播电视台、视

听海南客户端、直播海南、国际旅游岛商报、南国都市报等多种

形式都可以利用。在急救培训的同时，可以录制微电影，开通急

救普及视频号、抖音号、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印刷急救宣传手

册等配合教学，并开发出相应的全市 AED 查找地图，向市民介绍

如何查询附近 AED。

（五）建立急救志愿者服务机制

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已组建了急救志愿服务队，引导医务工

作者、各类应急救援队员以及经过急救培训的人员加入。建立统

一数据库，强化志愿者应急救护培训、公共场所 AED 配置、急救

箱配置、急救志愿者等数据归集和动态管理。市 120 急救中心通

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时对急救志愿者的实

时联络、就近调度。卫健委将有计划地组织急救志愿者参加突发

事件和自然灾害应急演练，提升现场救护能力。

（六）加快社会化急救设备设施配置

建立以政府主导、单位自筹、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备资金机

制，逐步分批、分阶段推广在轨道交通站点、机场、火车站等交

通枢纽，学校、体育场馆、展览场馆、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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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型商场等人口密集公共场所配置装备急救药品、器材和设

施的医疗急救箱，有条件的场所和单位应配备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此感谢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

各界关注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士，感谢你们提出如此宝贵的建议和

意见，我们将砥砺前行，不负众望，继续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6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张星，电话：68707026）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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