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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23 日，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

引进了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理念，在名单中首次出现了
“开放性”条目。

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了新调整的 《职业病分类和

2002 年版的《职业病目录》共有 10 大类 115 种职

目录》（以下简称“新分类目录”），即日起施行，同时废

业病，是贯彻我国第一部《职业病防治法》精神而公布

止 2002 年 4 月 18 日原国家卫生部和劳动保障部联合

的，是一份规范、标准、表述严谨的职业病分类名单，充

[1]

印发的《职业病目录》 。 作为职业卫生工作者，详读新

分体现了法制时代要求。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有关职业

分类目录和“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调整解读”（以下简

病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相继出台， 特别是 《职业病防治

称“解读”）后，感触良多，它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推陈

法》等配套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制定，给符合职业病诊

出新的时代新特征。

断标准的劳动者予以有效的治疗措施和合法的经济补
偿，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劳动者的关怀，职业卫生工

1
1.1

新分类目录的特点

作也由此步入“春天”。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

时代的适应性与开放性

展，我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从生产总量上看，我国

回顾我国职业病目录发布、 更新调整的历史过

很多工业品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如煤炭、钢铁、水泥、平

程，每次皆有明显的时代适应性。 1957 年 2 月我国卫

板玻璃等，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与之相呼应，我们也

生部首次发布职业病名单，仅有职业中毒、尘肺等 14

同时拥有了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 但和先进发达国家

种法定职业病。 当时我国经济建设起步不久，百业待

相比，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工业产品数量和产业工人

兴，职业卫生工作者人数不多、经验尚浅，各种和职业

规模不相适应的是， 我们的职业病防治技术水平尚待

病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在酝酿和建设中，加上当时西方

进一步提高，职业病相关的卫生资源还不充裕，职业病

国家的封锁政策， 导致我国只能参考苏联 1956 年公

防治工作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布的职业病名表。20 世纪 80 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新分类目录的调整和发布， 是为改变上述现状所

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 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复

迈出的重要一步。 特别是其中设置调整的四项开放性

苏，工农业建设迅速发展，但一些境外企业的所谓新

条款，完全符合我们时代的特征。 这其中包括：涉及我

产品、新材料也先后进入国门，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职

国职业病发病人数最多的尘肺病， 涉及面最广的职业

业病危害出现。 当时尘毒等危害的防控一时难以到

性皮肤病，包括品种众多、接触状态繁杂、机会较多的

位，劳动者健康损伤的严重程度和波及面之广令人担

职业性化学毒物及患病相对严重的放射性疾病[1]。这为

忧，广大职业卫生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进行职业病

今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发展，留下了合理的调整空间。

防治工作，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1987 年，国家原卫

本次调整的职业病目录中， 还增加了一定职业人群的

生部、原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布

股静脉血栓、股动脉闭塞或淋巴管闭塞症，以及职业性

了修订的《职业病名单》，共纳入了 9 大类 99 种职业

传染病（艾滋病）等[1]，使我们看到了我国职业病目录逐

病，较 1957 年版职业病名单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份时

步放开的曙光。 总之，历次调整的目录，特别是这次调

隔 30 年后发布的名单，被视为划时代的成果，特别是

整的新分类目录，体现了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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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适应性与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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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发展规律的科学性

实际需求。 目录中新增加的一些为实际工作中原本存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新技术、

在的“职业病”，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列入，如金属及其化

新材料、新工艺广泛应用，同时劳动者在常规生产中也

合物粉尘肺沉着病（锡、铁、锑、钡及其化合物等）、刺激

不可避免接触到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 并对健康造成

性化学物所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白斑、爆震聋、冻伤

一定影响，甚至发生某些病患。本次新分类目录解读明

等。 有的则是近二三十年因工业的迅猛发展而随之出

[2]

确提出职业病遴选五项原则 ：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或剂

现的，如铟及其化合物中毒。由于电子工业产品的快速

量—反应关系；有一定数量的暴露人群；有可靠的医学

更新换代，液晶显示器和平板屏幕的广泛采用，需要铟

认定方法； 通过限定条件可明确界定职业人群和非职

锭来生产铟锡氧化物靶材及其电子半导体和精细产品

业人群；患者为职业人群，即存在特异性。 这五项原则

工业中的焊料等， 劳动者在通风状况不良的生产条件

的提出， 充分体现了这次调整的科学性。 这些遴选原

下劳作，易发生铟及其化合物中毒。该类职业病多是由

则，除了给职业病诊断医生明确的科学依据，也凸显了

于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所致。 职业性传

职业卫生工作者今后所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染病名单中艾滋病的列入，则维护了特殊职业人群（医

今后围绕这五项遴选原则， 如何确保职业病危害

疗卫生人员及人民警察） 的工作尊严和身体健康及其

因素接触浓度或强度（水平）和接触时间数值的客观、

相关权益，这与当今社会现状相适应，是时代进步的象

可信、完整、规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危害因素的短

征。

期和长远累积效应， 并用于急慢性职业病和职业性肿

此外， 将原有焦炉工人肺癌更名为焦炉逸散物所

瘤成“因”之认定，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当前相关

致肺癌[2]，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调整为六价铬化合物

职业卫生学术论文多为单一的作业现场环境中职业病

所致肺癌等[2]，使名称更符合实际，更为科学。又如光敏

危害因素的检测调查报告或职业健康监护调查， 而兼

性皮炎调整为光接触性皮炎[2]，与皮肤科临床称谓一致

顾职业接触水平和相应职业人群健康效应的学术论文

等等的名称修订，都顺应了当前医学科学的发展现状。

还是偏少。作业现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转制，令一些

总之， 职业病临床是医学科学中一个跨多种学科的分

新困惑暂时出现，今后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职业

支，职业病名称的及时更新，符合了现代医学科学进展

卫生工作者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压力， 也是给我们的新

的态势，满足了保护劳动者健康的需求，有利于我们社

启示、新动力。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何确定今后新型

会经济有序、稳定、持续发展。

职业病病种， 为原有职业病目录的调整提供坚实有力
的科学依据，从而推动职业健康事业向纵深发展，是当

2

展望

务之急。 业务技术人员要善于学习与职业卫生相关的

随着 2011 年 12 月 31 日《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

交叉边缘类学科的先进理论知识和技术， 重视和职业

职业卫生监管职责重新调整， 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部

健康监护、职业病临床实际等领域的紧密合作；同时积

门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明确。 但

极主动地和各类相关机构进行科学信息的交流、沟通，

在现实工作中却因为各地实际情况不一， 部分省份的

建立长效的互动机制， 也是今后工作中必须重视的重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尚未接手职业卫生监管工作，

要内容。

形成几乎只有卫生行政部门在独家监管的局面， 从而

1.3

历史的延续和时代的进步

使《职业病防治法》难以贯彻落实。 职业病是一类人为

本次调整保留了 2002 年版《职业病目录》十大分

的、可控的社会性疾病，职业病的防治是一项涉及多部

类和大部分名录，为使名称更为规范，对其中三类名称

门、多机构的社会系统工程。 职业病目录的调整，法定

[2]

作了调整 。一是合并，将原“尘肺”与“其他职业病中的

病种的增加，对生产岗位劳动者的健康多了一份保障，

呼吸系统疾病”合并为“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

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各部门如何按《职业病防治法》

疾病”，更为合理；二是将原“职业中毒”修改为“职业性

的要求加强协作， 形成合力， 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关

化学中毒”，后者名称更为确切；三是“生物因素所致职

注。如我们所开展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鲜有工伤保

业病”更名为“职业性传染病”，可显示这类疾病的生物

险系统参与其中。实际上，工伤保险系统对职业病发生

学特性和社会特征，与现代医学名称相适应，反映该类

企业可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笔者建议可借鉴国外多

疾病的时代性质。

数工伤保险机构的做法， 工伤保险系统主动参与被保

总体来说， 调整后的新分类目录由原来的 115 种

方的职业安全健康防护的监督、指导。这种做法相比只

职业病调整为 132 种，其中新增 18 种，对两项开放性

在事后对工人进行补偿和对企业进行惩罚的做法，更

[2]

条款进行了整合 ，符合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的

有利于企业、工人和保险三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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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各地外来务工人员众多，据国家统计

疾患为主，这是社会主要矛盾所在，与目前的时代特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外来务工人员总量达

征是相匹配的，但人机工效学和心理性问题所导致的

[3]

到 26 261 万人， 比上年增加 983 万人， 增长 3.9% 。

劳动者健康问题也应引起充分重视，尤其是引起从事

2005 年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我国大陆接触职业病危害

职业病防治的学术界的重视。

因素的人数超过 2 亿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占 90%之
[4]

新分类目录已经向国外发达国家开放式目录的

多 。 有学者认为：目前传统职业病危害尚未完全控

模式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接轨趋势尚有待加强。 具体

制，新型职业病不断出现，严重危害了外来务工人员

包括：首先，我们谈目录时，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职业病

的身心健康，外来务工人员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了一

病人的赔偿，更应注重职业病预防，并将警示和预防

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制约了整个社会

逐渐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这样受惠的人群更为广

[5]

的可持续发展 。 职业病目录修订后，我们今后贯彻实

泛；第二，针对四项开放式条款，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

施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切实有效地做好外来务工人员

更具体、详细的可操作性细则，针对部分新出现的疾

职业病防治工作，其中民营企业仍是职业病防治的关

病，如湖南省 2013 年发现的首例硬金属肺病，目前尚

键环节。 但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无论是职业病防治意识

没有相应的诊断标准， 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诊断标

还是职业病防治的人、财、物等的投入，都有待加强，

准；第三，随着新发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增多、职业病诊

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至今无健全的工会组织参与本

断技术的改进和对职业病认知程度的提高，定期或不

单位相关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因此，除了加大法律监

定期对职业病名单进行调整和修订已成为国际上通

管力度外，有必要探讨树立民营企业良好职业道德的

行的做法[6]。 根据每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标杆单位，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发挥工会组织在职业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加大对新发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

病防治中的作用，以典型示范带动广大民营企业职业

测和管理，及时调整、修订现行职业病目录显得尤为

病防治工作的进步。

重要。

总体来说，新分类目录的开放性较前几版更为明
显，但是除四项开放性条款外，采用的仍然是比较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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