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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文化建设是单位全面发展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袁卫生监督机构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具有其特有的社会文化遥 文章通过分析卫生监督单位文化建设的价值袁剖析卫生
监督单位文化建设的内涵袁提出卫生监督机构文化建设的路径和举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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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文化建设是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袁

公共卫生监管职责遥

以单位整体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遥 单

构建先进的卫生监督文化袁 能够有效发挥思想

位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袁 并随

政治工作的价值导向作用袁 更好营造有利于素质建

着单位建设发展和环境变化而发展变化遥 单位文

设的和谐氛围袁通过高尚品质的支撑尧正确思想的引

化对于一个单位的发展来说袁 看起来不是最直接

导尧科学理念的激励尧先进观念的驱动袁形成基本尧稳

的因素袁但却是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遥 不注重文化

定的核心价值袁促进思想道德素质建设袁带动监督队

建设袁 就好比一个人不太重视维护自己的声誉

咱员暂

遥

伍整体素质的稳步提高遥

卫生监督单位文化是卫生监督单位在长期的卫生

构建先进的卫生监督 文化袁 能够为维系良好

监督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卫生监督行业特

风尚提供牢靠的精神纽带和广阔的文化视野遥 在

色的社会文化袁 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进 行教 育尧制 度尧 监督 并 重 的 行 风 建 设 的 同时 袁坚

部分袁 也是在卫生监督工作者群体形成的优良传
统尧优秀品质尧作风和精神的积淀遥 它集中体现着
卫生监督机构的整体风貌尧 人员素质以及与此相

持以人为本袁以和为先袁更加重视道德和精神等非
物 质尧非 制度 因素 的规 范尧引领 尧融 合 尧促 进作 用 袁
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袁树立良好的行业风尚袁始终

适应的价值观念尧行为准则袁具有育人尧导向尧激励

保持蓬勃战斗朝气尧 昂扬进取锐气和浩然清廉正

和凝聚等作用遥

气遥
构建先进的卫生监督文化袁 能够使我们把服从

一尧卫生监督单位文化建设的价值

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良好愿望化为强大的精

卫生监督体系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

神动力袁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袁用科

成部分袁担负着依法管理公共卫生事务尧维护公共卫

学的理念指导发展袁用长远的眼光谋划发展袁用全局

生安全尧保护公民健康的职责袁具有鲜明的政府负责

的意识统筹发展袁用务实的态度抓好发展袁增强凝聚

性和公平公益性遥 以公正尧公平尧廉洁尧高效为主要

力尧战斗力袁加强基础建设袁注重内涵建设袁突出能力

内容的卫生监督执法理念袁是卫生监督人员承担公

建设袁促进全面建设袁实现卫生监督工作的协调尧健

共职责尧行使公共权力的灵魂遥

康尧可持续发展遥

构建先进的卫生监督文化袁能够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统领下袁引导广大卫生监督干部职工

二尧卫生监督单位的文化内涵剖析

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袁增强凝聚力尧事业

渊一冤单位文化的本质

心尧责任感袁坚持卫生监督工作的正确方向袁履行好

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和观念形态袁 是一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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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指导思想尧价值观念尧奋斗目标尧思维方式尧制度

度等遥 卫生监督管理文化对于建立规范的卫生监

习惯的综合体现袁反映了这个组织团体的基本性质尧

督机构袁树立卫生监督形象具有重要作用遥 管理的

政治倾向尧健康程度和进步水准袁具有一定的自主

透明化尧公开化袁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卫生监督形

性尧独立性尧规范性尧历史继承性和阶段稳定性遥不同

象袁真正做到为百姓办事袁为人民服务遥 廉政文化

的价值观念吸引着不同的人袁不同的人有了共同的

是卫生监督文化的必然要求袁 是卫生监督单位干

理想和追求袁才会产生凝聚力尧合力袁才会转化为动

部 职工 廉洁 从政 的 思 想 尧信 仰 尧知 识 尧行 为 规范 和

力尧生产力咱圆暂遥

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尧工作方式和社会评价遥 卫

渊二冤卫生监督文化的特点

生监督廉政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院 在社会上树立

它不同于企业文 化袁 企业文化以企业自身文

以廉为荣尧以贪为耻的核心价值观的单位形象袁在

化建设为主袁 目的是树立企业形象袁 增加经济效

行使职权过程中处事公道正派尧廉洁高效尧执法为

益曰 而卫生监督文化不仅包含机构自身的文化建

民的工作理念袁 在职工中营造爱岗敬业尧 诚实守

设袁如卫生监督执法行为尧培训尧生活尧娱乐和人际

信尧遵纪守法的基本素质遥 因此袁凝练单位精神袁培

交往 中的 处事 风格 尧内 部 的 管 理 氛 围 尧宣 传 教育 尧

育共同价值观对卫生监督机构的发展有着极为重

社交 以及 其他 职业 渊包 括 语 言 冤习 惯 等 袁更 包 含公

要的作用遥

共卫生监督的文化理念袁目的是保护群众健康袁提

三尧卫生监督单位文化建设的路径

高社会公共卫生管理水平和效益遥 新时期卫生监
督文化应涵盖正确的价值取向尧积极的工作精神尧

文化追求的目标在于一个野人冶字袁是自然人通

和谐的人文环境尧 严明的管理制度以及依法行政

过学习和实践把自己一步一步地发展成社会人的一

的管理理念遥

种行为过程袁以文化引领事业就是要用野理人冶的艺

渊三冤卫生监督文化的内涵
它的内涵十分丰 富袁 从形式上可以分成物质

术来科学地野管事冶袁这就体现了野以人为本尧以文化
人冶的内涵 咱猿暂遥 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的文化建设是卫生

文化和精神文化袁从内容上可以分成民生文化尧责

监督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袁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袁

任文化尧管理文化尧廉政文化遥 物质文化是卫生监

有助于提高卫生监督队伍的整体素质袁 有助于提升

督文化建设的支撑保证袁 是卫生监督系统在物质

卫生监督执法水平袁 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服

上体 现出 的尧有 形的 表 层 文 化 袁如 卫 生 监 督 标志 尧

务遥

服装尧网站等袁是社会认可的物质体现形式以及未

渊一冤强化制度建设

来发展方向遥 精神文化是卫生监督文化建设的核

用文化的思维尧 理念和视角来建立健全制度规

心内容袁是单位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遥 精神文化的

范袁 把卫生监督部门建设成为最讲秩序的执法工作

核心内容是形成卫生监督单位的核心价值观和单

部门袁建设高素质的卫生监督队伍遥建立健全有关制

位精神遥 如培育职工的服务意识尧形象意识尧效率

度规范袁完善卫生监督文化建设与外部管理尧自律与

意识尧规范意识和公平公正意识袁卫生监督单位精

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袁 不断健全议事制

神文化是不能直接触摸到的袁但可以在某件事尧某

度尧执法责任制度尧管理制度袁并提炼上升到文化的

个职工身上感受和体验得到遥 民生文化是卫生监

层面袁逐步形成符合时代要求尧具有卫生监督部门特

督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遥 关注民生是以人为本的

点的制度体系袁 使得卫生监督文化以比较完整和规

具体表现遥 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袁作为行

范的形式存在于卫生监督工作之中遥

政执 法部 门袁关 注民 生 尧为 群 众 做 好 服 务 尧解 决群

渊二冤注重思想建设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尧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袁

进一步提炼总结卫生监督工作的价值理念袁与

是我们卫生监督机构的行为准则遥 责任文化是卫

人民群众健康相适应尧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卫

生监督文化建设的素质体现袁 是卫生监督单位全

生监督事业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 咱源暂遥 加强卫生监督

体职工共同信奉并实践的以责任理念为核心的价

干部职工的价值观念培育和塑造袁使野公道正派袁执

值观袁责任文化可以激发职工潜能袁强烈的责任意

法为民冶 真正成为卫生监督部门和卫生监督队伍的

识袁是履职尽责的巨大精神力量袁是完成卫生监督

价值追求和核心品质遥 不断加强卫生监督干部职工

工作的重要保证遥 管理文化是卫生监督文化建设

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袁真正用科学先进的理论武装人袁

的动力源泉遥 它主要是指卫生监督机构的领导体

正确舆论引导袁高尚精神塑造袁自觉树立适应时代潮

制尧工作机制尧组织机构尧执法规范尧内外部管理制

流的人文理念袁形成文明执法尧乐于奉献尧争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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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六冤实施人本建设

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遥
渊三冤打造环境建设

实施人性化管理袁 把卫生监督部门建设成为

大力加强卫生监督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载体的

有人情味的执法工作部门遥 切实关心卫生监督干

建设袁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尧学习等物质环境袁积极

部职工的工作尧生活尧思想情况遥 牢牢抓住野人冶这

开展丰富多彩尧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袁传播新精神尧

个文化的创造尧运用和发展的主体袁树立野尊重人尧

宣传新思想尧吸收新文化袁培育出浓厚的文化气息袁

依靠人尧发展人尧为了人冶的人本管理理念袁实施亲

丰富业余生活袁营造有利于个人发展尧同事之间协作

情管理尧情感管理袁以学习培育人尧以活动引导人尧

进取尧卫生监督部门内部民主和谐的人文环境袁增强

以 机制 激励 人尧以 环 境 陶 冶 人 尧以 感 情 凝 聚人 袁切

卫生监督干部职工的身心素质袁促进卫生监督事业
的全面发展遥

实做到生活上多帮助袁工作上多支持袁政治上多关
心遥

渊四冤规范行为建设

开创卫生监督工作的新局面袁 需要依托卫生监

行为文化体现于 卫生监督干部职工的政治素

督文化造就知识丰富尧情操高尚尧意志坚定尧素养深

质尧工作质量尧责任感尧事业心尧服务意识和奉献精

厚尧人格健全的卫生监督队伍遥因此要做好卫生监督

神之中遥 建设行为文化袁就是要形成具有卫生监督

文化建设袁培育和弘扬卫生监督精神尧改进和转变卫

工作系统特色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袁并为全体卫

生监督工作作风尧 树立和打造卫生监督工作者新形

生监督干部职工所自觉遵守遥 应从卫生监督干部职

象尧构建文化氛围和完善文化规范袁着力打造先进的

工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入手袁 注重人格魅力的发挥尧

卫生监督执法文化遥

品行的修养尧知识的学习尧文化的熏陶和榜样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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