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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習題庫

第一部分：《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

（一）概述
健康中國行動，是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發展戰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
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要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週期健康服務。
2019 年 7 月 15 日，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於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意見》強調，國家層面成立健康中
國行動推進委員會，制定印發《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
2019 年 7 月 18 日，健康中國行動推進委員會在北京舉辦《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啟動儀式，國務院
副總理孫春蘭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主持並發表重要講話，澳門特區衛生局局長李展潤率領衛生局代表團出席
了啟動儀式。
《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堅持預防爲主，把預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當前影響人民群
衆健康的主要問題和重點疾病，統籌政府、社會、個人，在三方面開展 15 項重大行動，包括：健康知識普
及、合理膳食、全民健身、控煙、心理健康促進、健康環境之健康影響因素、婦幼、中小學、職業健康、老
年之健康全生命週期健康，以及心腦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傳染病及地方病之重大
疾病防控。
《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還制訂了 26 類具體的行動考核指標，以及在 2022 年和 2030 年應
逹到的具體目標。《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和可操作性，對進一步深化澳門健
康城巿工作，及各種重大疾病的預防和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和指導作用。 澳門衛生局正尋求機會與國
家相關部門合作，將有關活動延伸來澳，推動澳門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工作。
站在 2020 年這個時間節點，健康中國 2030 的意義無疑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其內涵又得到了再一次的延伸。
在這一年，我們經歷了一場影響全人類的疫情。我們也以各種形式、各種身份，親身參與了抗擊疫情，見證了無數
醫務人員的逆行奮戰、無數企業的鼎立支援。儘管目前全國疫情抗擊已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後疫情時代，中國公
共衛生體系補短板卻是一件需要持續關注並投入的課題。

（二） 健康中國行動知識點
1、指導思想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
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固樹立“大衛生、大健康”理念，堅持預防為主、防治
結合的原則，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中西醫並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針對重大疾病和一些突出問
題，聚焦重點人群，實施一批重大行動，政府、社會、個人協同推進，建立健全健康教育體系，引導群眾建立正確
健康觀，形成有利於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促進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轉變，提高人民健
康水準。

2、基本原則
普及知識、提升素養。

自主自律、健康生活。

總體目標

早期幹預、完善服務。

全民參與、共建共享。

3、總體目標
到 2022 年
覆蓋經濟社會各相關領域的健康促進政策體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養水準穩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廣，
心腦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發病率上升趨勢得到遏制，重點傳染病、嚴重精神
障礙、地方病、職業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殘和死亡風險逐步降低，重點人群健康狀況顯著改善。

到 2030 年
全民健康素養水準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響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病導
致的過早死亡率明顯降低，人均健康預期壽命得到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標水準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健康公
平基本實現，實現《“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有關目標。

4、（了解）2030 年的具體目標包括：
1)到 2030 年，居民營養知識素養明顯提高，全國人均每日食鹽攝入量降低 20%，肥胖人口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2)到 2030 年，15 歲以上人群吸煙率降低到 20%。
3)到 2030 年，常見精神障礙防治和心理行為問題識別幹預水準顯著提高。
4)到 2030 年，基本建成縣鄉村三級公共體育設施網路，人均體育場地面積不低於 2.3 平方米，在城鎮社區實現 15

分鐘健身圈全覆蓋。
5)到 2030 年，學校體育場地設施與器材配置達成率達到 100%，青少年學生每週參與體育活動達到中等強度 3 次以
上，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達標優秀率 25%以上。
6)到 2030 年，實現全人群、全生命週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總體癌症 5 年生存率提高 15%。加強口腔衛生，12 歲
兒童患齲率控制在 25%以內。
7)到 2030 年，15 分鐘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圈基本形成，每千常住人口註冊護士數達到 4.7 人。
8)到 2030 年，中醫藥在治未病中的主導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療中的協同作用、在疾病康復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發
揮。
9)到 2030 年，全民醫保體系成熟定型。
10)到 2030 年，全民醫保管理服務體系完善高效。
11)到 2030 年，現代商業健康保險服務業進一步發展，商業健康保險賠付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重顯著提高。
12)到 2030 年，國家衛生城市數量提高到全國城市總數的 50%。
13)到 2030 年，建成一批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的示範市和示範村鎮。
14)到 2030 年，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與食源性疾病報告網路實現全覆蓋。
15)到 2030 年，力爭實現道路交通萬車死亡率下降 30%。
16)到 2030 年，城鄉公共消防設施基本實現全覆蓋。
17)到 2030 年，建立起覆蓋全國、較為完善的緊急醫學救援網路，突發事件衛生應急處置能力和緊急醫學救援能力
達到發達國家水準。進一步健全醫療急救體系，提高救治效率。
18)到 2030 年，力爭將道路交通事故死傷比基本降低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
19)到 2030 年，藥品、醫療器械品質標準全面與國際接軌。
20)到 2030 年，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新藥和診療裝備國際市場份額大幅提高，高端醫療設備市場國產化率大幅提高，
實現醫藥工業中高速發展和向中高端邁進，跨入世界製藥強國行列。
21)到 2030 年，實現每千人擁有社會體育指導員 2.3 名。
22)到 2030 年，實現國家省市縣四級人口健康資訊平臺互通共用、規範應用，人人擁有規範化的電子健康檔案和功
能完備的健康卡，遠端醫療覆蓋省市縣鄉四級醫療衛生機構，全面實現人口健康資訊規範管理和使用，滿足個性化
服務和精准化醫療的需求。

5、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
（二）開展監測評估：
（三）建立績效考核評價機制：
（四）健全支撐體系：
（五）加強宣傳引導

6、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意義
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增進人民健康福祉，事
關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必須從國家層面統籌謀劃推進。
*這是新時代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健康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人力資
源。“投資於健康”可以有效提高勞動力工作年限和勞動生產率，促進“人口紅利”更多轉化為“健康紅利”，降低人口老
齡化對勞動力結構的負面影響，延長重要戰略機遇期。完善健康保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解除群眾後顧
之憂，有利於釋放投資和消費需求，拉動增長、擴大就業。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將為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注入新活力。
*這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盼的重要支撐。 隨著人民生活水準向富裕過渡以及健康意識的增強，人
們更加追求生活品質、關注健康安全，不僅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務
更體貼，這必然帶來層次更高、覆蓋範圍更廣的全民健康需求。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可以更加精准對接和滿足群眾
多層次、多樣化、個性化的健康需求。

*這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必備條件。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傳染病疫情、抗生素耐藥等跨
國播散的公共安全威脅日益嚴峻。如果出現重大疾病流行而解決不好，就會造成人心恐慌、社會不穩，甚至消解經
濟社會多年建設成果。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保證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
*這是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的內在要求。十八大以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獲得長足發展，深化醫藥衛生
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人民健康和醫療衛生水準大幅提高，主要健康指標優於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準。同時，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疾病譜、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等發生變化，我國面臨多重疾病威脅並
存、多種影響因素交織的複雜局面，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與人民健康需求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實施健

康中國戰略，就是要堅持問題和需求雙導向，最大限度降低健康危險因素，全面提升醫療衛生發展水準。

第二部分：其他國情知識
1、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
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 9 月 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等高層出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表彰大會。大會約有 3000 人參與。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數位醫務人員頒發或授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獲得共和
國勳章，中醫藥專家張伯禮、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和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究員陳薇獲得國家榮譽
稱號。另外，還為 1500 名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500 個先進集體，200 名全國優秀黨員和 150 個全國先
進基層黨組織代表頒獎。

2、援非抗疫醫療隊中的澳門身影
在中國政府的統籌安排下，由國家衛生健康委組建，重慶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共同選派專家集結而成的中國赴
阿爾及利亞、蘇丹抗疫醫療專家組 5 月 14 日踏上了援非抗疫征途。
此次澳門特別行政區選派的專家均來自中國國際應急醫療隊（澳門）
。這是該醫療隊首次參加國際應急醫療救
援工作，也是“一國兩制”方針下澳門參與國家對外事務的嶄新實踐。
醫療隊 6 月 12 日完成任務回國，並根據國家規定於 6 月 26 日完成 14 天的醫學隔離觀察，期間接受了 3 次核
酸檢測，檢測結果均為陰性。醫療隊在 6 月 28 日返澳，而國家外交部則在 7 月 4 日向澳門特區政府致送感謝函。

3、什麼是香港國安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制定的。這部法律
共 6 章、66 條，是一部兼具實體法、程式法和組織法內容的綜合性法律。
2020 年 6 月 30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和閉幕會。會
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 49 號主席令予以公佈 。

4、澳門有國安法嗎？什麼時候訂立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一條（一）項和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為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制定的澳門地區法律。這部法律防範和懲
治的只是企圖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等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保護的是澳門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合法權益，維護了澳門社
會和諧穩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於 2009 年 2 月 25 日通過，2 月 26 日公佈，2 月 27 日生效。

5、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什麽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中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律政司長、保安局
局長、警務處處長、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的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行政長
官辦公室主任。委員會下設秘書處，由秘書長領導。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6、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是什麽？
（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作，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
（二）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
（三）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資訊不予
公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列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7、中美關係（China-US relations，或美中關係）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國家關係。中國同美國的關係是雙邊政治關係。
建交時間：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兩國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
報》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一些媒體將中美關係稱為 21 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11 年的《中美聯合聲明》確認中美雙方將共同努力，
建設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這是中美雙方對中美關係的最新的定位和表述。
中美兩國關係是趨於友好與合作的。但由於歷史原因、政治文化等因素也有歧見和矛盾。總體講，是合作多於
衝突，共同利益大於彼此分歧。

8、南海局勢
南海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管轄，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並不存在所謂南海問題。近年來，出現所謂南海爭端，本質
上是因周邊國家非法侵佔中國島嶼而引起的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的雙邊問題；但，背後因有美國、日本與印度等
國的介入而變得複雜化，多種國際政治力量彙集於中國南海地區角力。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一貫的，
即堅持‘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推進互利友好合作，尋求和擴大共同利益的匯合點。

9、中印邊界問題
中印邊界問題，指中國與印度的邊界爭端問題。中印有爭議的邊界全長約 1700 公里，分西、中、東三段（由於
錫金段不存在爭議，故不含錫金段）
。西段長 600 公里，中段長 450 公里，東段長 650 公里 。1962 年兩國因邊界爭
端爆發了一場邊界戰爭。幾十年來，雖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尋找公平、合理解決邊界爭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
得突破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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