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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变更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变更

事项性
质

行政确认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放射工作人员证》的持证者，如需要从事限定范围外
放射工作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厅关于贯彻卫生部〈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法监〔2007〕
218号） （三）《放射工作人员证》变更 《放射工作人
员证》的持证者，如需要从事限定范围外放射工作的，
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所在单位向原发证机
关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为：
（1）申请表（注明申请变更的放射工作种类）， （2）
6个月内的体检合格证明及个人剂量监测情况； （3）原
《放射工作人员证》。

设立依
据

《福建省卫生厅关于贯彻卫生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
康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法监〔2007〕218号）
（三）《放射工作人员证》变更 ……《放射工作人员
证》的持证者，如需要从事限定范围外放射工作的，应
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所在单位向原发证机关
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福建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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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个月内的体检合格证明及个人剂量监测情况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原《放射工作人员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决定（窗口负责人，1工
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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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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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新证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新证

事项性
质

行政确认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放射工作人员及工作单位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放射工作人员： （一）年满18周岁； （二）经职
业健康检查，符合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要求；
（三）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四）
遵守放射防护法规和规章制度，接受职业健康监护和个
人剂量监测管理； 二、放射工作单位： （一）开展核燃
料循环中铀矿开采、铀矿水冶、铀的浓缩和转化、燃料
制造、反应堆运行、燃料后处理和核燃料循环中的研究
活动以及非医用加速器运行、辐照加工、射线探伤和油
田测井等活动的放射工作单位，向省卫生厅申请办理
《放射工作人员证》（现已由省级下放设区市）；
（二）其他非放射诊疗的放射工作单位向所在地设区市
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三）开
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向为其发放《放射诊疗许
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办理条
件依据

1.[规章]《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2007年
卫生部令第55号） 第五条 放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下列
基本条件： （一）年满18周岁； （二）经职业健康检
查，符合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要求； （三）放射防
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四）遵守放射防护
法规和规章制度，接受职业健康监护和个人剂量监测管
理； （五）持有《放射工作人员证》。 2.[规范性文件]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969E5889E1704388458E52655FD9DDB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969E5889E1704388458E52655FD9DDB 2/4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加强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
康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 闽卫职健函〔2020〕212
号） 申请《放射工作人员证》时应提交……并按以下规
定，分别向设区市及县（市、区）级卫健部门申请办
理：（一）医用辐射机构《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开
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向为其发放《放射诊疗许
可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放射诊疗许可
证》由省卫健委发放的，按照《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同意调整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的函》（闽审改办〔2016〕
177号）规定，向设区市卫健部门申请办理。（二）非开
展核医用辐射机构《放射工作人员证》发放。按照“放
管服”的要求，燃料循环中的铀矿开采、铀矿水冶、铀
的浓缩和转化、燃料制造、反应堆运行、燃料后处理和
核燃料循环中的研究活动和非医用加速器运行、辐照加
工、射线探伤和油田测井等活动的非医用辐射机构，向
放射工作单位所在地设区市卫健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
社会事业局）申请办理；其他非医用辐射机构办理《放
射工作人员证》，向放射工作单位所在地县级卫健部门
申请办理。

设立依
据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2007年卫生部令
第55号）第六条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放射工作单位负
责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为其申
请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下放消毒产品安全评价备案等
公共服务项目的通知》（闽卫政法〔2016〕157号）根
据省审改办《关于同意调整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
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的函》（闽审改办〔2016〕177
号），现将我委承担的消毒产品安全评价备案和放射工
作人员证登记等二项公共服务项目下放给你们。

特殊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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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申请材
料

1.福建省放射工作人员证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工作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放射防护和放射卫生法律知识的培训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报告（或委托检测文件）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5.个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6.两寸免冠照片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2份

7.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1工作日）—决定（窗口负责人，3
工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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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17617FE8986CEE9E63205A1018E5B3FC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17617FE8986CEE9E63205A1018E5B3FC 1/3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遗失补发

事项性
质

行政确认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放射工作人员证》遗失或破损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2007年卫生部令
第55号） 第六条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放射工作单位
负责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为其
申请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设立依
据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2007年卫生部令
第55号）第六条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放射工作单位负
责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为其申
请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下放消毒产品安全评价备案等
公共服务项目的通知》（闽卫政法〔2016〕157号）根
据省审改办《关于同意调整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
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的函》（闽审改办〔2016〕177
号），现将我委承担的消毒产品安全评价备案和放射工
作人员证登记等二项公共服务项目下放给你们。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遗失补办申请报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两寸免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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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2份

3.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决定（窗口负责人，1工
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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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次数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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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注销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_注销

事项性
质

行政确认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放射工作人员调离放射医疗工作岗位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厅关于贯彻卫生部〈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法监〔2007〕
218号）（四）《放射工作人员证》注销 　　放射工作
人员调离放射医疗工作岗位的，应由所在单位在30日内
向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并交回《放射工作人员
证》。

设立依
据

《福建省卫生厅关于贯彻卫生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
康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法监〔2007〕218号）
（四）《放射工作人员证》注销 　　放射工作人员调离
放射医疗工作岗位的，应由所在单位在30日内向发证机
关办理注销手续，并交回《放射工作人员证》。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放射工作人员证注销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原《放射工作人员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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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决定（窗口负责人，1工
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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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变更_场所、诊疗设备、诊
疗项目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
变更_场所、诊疗设备、诊疗项目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放射诊疗场所、诊疗设
备或诊疗项目的变更时，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印发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
序的通知（卫监督发〔2006〕479号） 第十九条 医疗机
构变更放射诊疗场所、诊疗设备或诊疗项目的，应当按照
本程序第六条至第八条的要求向有变更项目审批权的卫生
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提交申请材料并在申请材料
中注明变更内容。

设立
依据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8号）第十七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变更放射诊疗项
目的，应当向放射诊疗许可批准机关提出许可变更申请，
并提交变更许可项目名称、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等资料;同
时向卫生行政执业登记部门提出诊疗科目变更申请，提交
变更登记项目及变更理由等资料。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现场审核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印发放射诊疗许
可证发放管理程序的通知（卫监督发
〔2006〕479号） 第九条 地方卫生行政
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提出的放射诊疗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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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进行资料审查，必要时，可以进
行现场审核。

备注：

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一览表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放射诊疗设备清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6.《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现场勘察 邱永青、丁 30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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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晴、黄毅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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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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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变更_地址（路名、门牌）
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
变更_地址（路名、门牌）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机构地址（路名、门
牌）信息发生变化时，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放射诊疗许
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法监〔2007〕146
号）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地址名称（不包括迁址）的，应当向相应卫生行政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设立
依据

《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第四
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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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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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
据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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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变更_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
变更_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负责人信息发生变化时，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放射诊疗许
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法监〔2007〕146
号）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地址名称（不包括迁址）的，应当向相应卫生行政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设立
依据

《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第四
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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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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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
据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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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变更_机构名称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
变更_机构名称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机构名称信息发生变化
时，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放射诊疗许
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法监〔2007〕146
号）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地址名称（不包括迁址）的，应当向相应卫生行政
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设立
依据

《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第四
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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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0595-2213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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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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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校验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_校验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申请证校验时，同时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规]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　 第十七条 《放射诊疗许
可证》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申请校验
时应当提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
所的检测报告、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
开展情况报告。

设立
依据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8号）第十七条第一款 《放射诊疗许可证》与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申请校验时应当提
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检测
报告、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开展情况
报告。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校验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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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射诊疗设备、人员清单及变动情况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健康检查和教育培训情
况表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5.放射防护与质量控制管理与检测情况及检测报告表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6.放射事件发生与处理情况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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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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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新证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_新证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的医疗机构，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
工作的类别，可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放射诊疗项
目申请： (一)具有经核准登记的医学影像科诊疗科目;
(二)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的放射诊疗场所和配套
设施; (三)具有质量控制与安全防护专(兼)职管理人员和管
理制度，并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 (四)产生放
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
废物、固体废物达标排放的处理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
案; (五)具有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修正）　 第六条 医疗机构开
展放射诊疗工作，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经核
准登记的医学影像科诊疗科目; (二)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和规定的放射诊疗场所和配套设施; (三)具有质量控制
与安全防护专(兼)职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并配备必要的
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 (四)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
废物的，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废物、固体废物达标排
放的处理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案; (五)具有放射事件应
急处理预案。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设置放射诊疗项目，应
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别向相应的卫
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竣工验收和设置放
射诊疗项目申请: (一)开展放射治疗、核医学工作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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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二)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
的，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三)开展X射线
影像诊断工作的，向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同时
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的，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的
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设立
依据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19年
国务院令第709号）第八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
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事先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
定条件的证明材料。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
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技术
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设置放射
诊疗项目，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
别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竣工
验收和设置放射诊疗项目申请：　 （一）开展放射治
疗、核医学工作的，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二）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
部门申请办理；（三）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工作的，向县
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同时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
工作的，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
理。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现场审核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印发放射诊疗许
可证发放管理程序的通知（卫监督发
〔2006〕479号） 第九条 地方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提出的放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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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申请进行资料审查，必要时，可以
进行现场审核。

备注：

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一览表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放射诊疗设备清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5.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现场勘察 邱永青、丁
艺晴、黄毅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1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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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李振猛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5D804D8356A2E3D15B4052E0BDE61912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5D804D8356A2E3D15B4052E0BDE61912 1/3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
遗失补发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许可证遗失时，可以
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印发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
序的通知（卫监督发〔2006〕479号） 第二十三条 医疗
机构遗失《放射诊疗许可证》，应当及时在发证机关所
在地的主要报刊上刊登遗失公告，并在公告30日后的一
个月内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办。

设立
依据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19年
国务院令第709号）第八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
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事先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
定条件的证明材料。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
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技术
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设置放射
诊疗项目，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
别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竣工
验收和设置放射诊疗项目申请：　 （一）开展放射治
疗、核医学工作的，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二）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
部门申请办理；（三）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工作的，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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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同时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
工作的，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
理。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遗失补发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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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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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_注销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_注销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不再开展放射诊疗服
务，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规]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令第8号修订）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
原批准部门注销放射诊疗许可，并登记存档，予以公
告： 　　(一)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的; 　　(二)逾期不申请
校验或者擅自变更放射诊疗科目的; 　　(三)校验或者办
理变更时不符合相关要求，且逾期不改进或者改进后仍
不符合要求的; 　　(四)歇业或者停止诊疗科目连续一年
以上的; 　　(五)被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

设立
依据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8号）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原批准
部门注销放射诊疗许可，并登记存档，予以公告:(一)医
疗机构申请注销的。(二)逾期不申请校验或者擅自变更放
射诊疗科目的; 　　(三)校验或者办理变更时不符合相关
要求，且逾期不改进或者改进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四)歇业或者停止诊疗科目连续一年以上的; 　　(五)被卫
生行政部门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特殊
环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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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注销申请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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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179C2465B0F6E75CD73B8D59DC1C4F80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179C2465B0F6E75CD73B8D59DC1C4F80 1/3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变更_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地
址（路名、门牌）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变更_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地址（路
名、门牌）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公共场所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公共场所经营
地址路名、门牌号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12月
2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 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　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
负责人的，应当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
续。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
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
生许可证。

设立
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第二十七条 公共场所经营
者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应当向原发
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
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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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原《卫生许可证》
  备注:提交原《卫生许可证》用于换领新证  要求:原件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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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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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变更_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变更_经营项目、
经营场所地址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公共场所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12
月2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 第二十七
条第二款　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
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

设立
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第二十七条 公共场所经营
者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应当向原
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公共场所经营者
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印
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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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
局图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的，含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印
件份数1份

7.原《卫生许可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8.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9.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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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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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
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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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新证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新证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
册的公共场所【包括7类19种行业：宾馆、旅店、招待
所；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场(馆)；展览馆，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船)
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
相适应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所； 3、有与其
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的卫生
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
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康检查合格。

办理条
件依据

1.[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
第714号修订） 第四条 国家对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
证"制度。"卫生许可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2.
[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修订） 第七条第二款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
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
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 第九条 公共场所经
营者应当建立卫生培训制度，组织从业人员学习相关卫
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并进行考核。对考核
不合格的，不得安排上岗。 第十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
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业人员在取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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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第十一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
当保持公共场所空气流通，室内空气质量应当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和要求。 第十二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
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
求。游泳场(馆)和公共浴室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
要求。 第十三条 公共场所的采光照明、噪声应当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
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
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
洗、消毒、保洁。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 第十
五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根据经营规模、项目设置清
洗、消毒、保洁、盥洗等设施设备和公共卫生间。 公共
场所经营者应当建立卫生设施设备维护制度，定期检查
卫生设施设备，确保其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改造
或者挪作他用。公共场所设置的卫生间，应当有单独通
风排气设施，保持清洁无异味。 第十六条 公共场所经营
者应当配备安全、有效的预防控制蚊、蝇、蟑螂、鼠和
其他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及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
并保证相关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及时清运废弃物。 第
十七条 公共场所的选址、设计、装修应当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3.[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关于实施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的通知》
（闽卫监督函〔2018〕866号） 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告知承诺的范围 　　实施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的
范围主要有宾馆、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店、
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
厅、音乐厅；游泳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船）室共
七类19种公共场所。

设立依
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14
号）第四条 国家对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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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许可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
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最新省级行政审批清理结果的通
知》（闽发改体改〔2013〕829号）附件3 下放省级审
批项目20项第2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核发”，完全下
放，由属地管理。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赋予经济发达
镇部分县级社会管理权限的指导目录（一）的通知》
（闽政办〔2020〕22号）一、《目录》中行政审批与公
共服务类的行政许可事项，由经济发达镇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和经济发达镇人民政府签订委托书后实
施。经济发达镇人民政府不得就委托事项再行委托。 福
建省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指导
目录（一） 一、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类 第14项 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
局图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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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的，含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7.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8.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

猛、辛勤明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

猛、辛勤明

当场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

猛、辛勤明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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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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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延续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延续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12
月2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 第二十七
条第三款　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
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设立依
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四年。 第二十七条第三款 公共场
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
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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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含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原《卫生许可证》
  备注:原《卫生许可证》需收回,不需调用电子证照，变
更后核发新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法定时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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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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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遗失补发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遗失或破损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14号
修正） 第四条 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
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卫
生许可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设立依
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14
号）第四条 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
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卫生
许可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
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最新省级行政审批清理结果的通
知》（闽发改体改〔2013〕829号）附件3 下放省级审
批项目20项第2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核发”，完全下
放，由属地管理。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赋予经济发达
镇部分县级社会管理权限的指导目录（一）的通知》
（闽政办〔2020〕22号）一、《目录》中行政审批与公
共服务类的行政许可事项，由经济发达镇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主管部门和经济发达镇人民政府签订委托书后实
施。经济发达镇人民政府不得就委托事项再行委托。 福
建省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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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一） 一、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类 第14项 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 李振
猛 辛勤明 林

靖 黄金菊
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 李振
猛 辛勤明 林

靖 黄金菊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 李振
猛 辛勤明 林

靖 黄金菊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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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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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注销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_注销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公共场所停止经营活动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律]《行政许可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29号） 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行政许
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赋予公民特定资格
的行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四）行政
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
的； 　　（五）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
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
其他情形。

设立依
据

《行政许可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
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一）行政许
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二）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
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三）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四）行政许可依法被撤
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五）因
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六）法律、
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特殊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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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申请材
料

1.《卫生许可证》注销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原《卫生许可证》
  备注:原《卫生许可证》需收回，不需调用电子证
照。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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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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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执业注册_变更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护士执业注册_变更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
应当办理变更注册。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交办或者批准
的任务以及履行医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活动，包括经
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学术交流等除外。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
第十六条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等注
册项目，应当办理变更注册。 　　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
交办或者批准的任务以及履行医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
活动，包括经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学术交流等除
外。

设立依
据

《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517号）第九条 护士在其执
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的，应当向拟执业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报告。收到报告
的卫生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为其
办理变更手续。护士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执业地
点的，收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还应当向其原执业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通报。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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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备注:需提交《护士执业证书》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
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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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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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执业注册_首次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护士执业注册_首次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教育部和
卫生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
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9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
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健康
标准。 （五）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弱、双耳
听力障碍； （七）无影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
59号） 第五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
学校、高等学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
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
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第六条　申
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符合下列健康标准： （一）无精
神病史； （二）无色盲、色弱、双耳听力障碍； （三）
无影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者功能障碍。

设立依
据

《护士条例》（2020年国务院令第726号）第七条　护
士执业，应当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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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应当向批准设立拟执业医疗机构
或者为该医疗机构备案的卫生主管部门。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委托实施医师执业注册等行政
审批项目的通知》（闽卫政法〔2014〕120号）经研
究，决定将我委医师执业注册等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委托
各设区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社
会事业局实施。具体要求如下： 一、委托实施项目和内
容 ……（二）护士执业注册：省属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
和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福建蜂疗医院的护士执业注
册。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申请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3.申请人学历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护理、助产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明
  备注:向所实习的医疗机构获取，需加盖毕业学校和实
习单位公章。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申请人近期小二寸免冠正面白底彩色半身照
  备注:提交照片应与《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内黏
贴的照片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2份

6.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备注: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应当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之日起3年内提出；逾期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交在
福建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7A08A60E6BFF1AD26FEE1F42E2AD5E29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7A08A60E6BFF1AD26FEE1F42E2AD5E29 3/4

考核合格的证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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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54927DCDFB8C5288ACCF67D17BFA18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54927DCDFB8C5288ACCF67D17BFA1838 1/3

护士执业注册_延续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护士执业注册_延续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1.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的，可以办
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延续注册： 　　（一）
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的； 　　（二）被
处暂停执业活动处罚期限未满的。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
59号） 第十条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为5年。护士执业
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30日，向原注册部门申请延续注册。 第十三条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予延续注册： 　　（一）不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的； 　　（二）被处暂停执业活
动处罚期限未满的。

设立依
据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59号）
第十条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为5年。护士执业注册有效
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
原注册部门申请延续注册。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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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需提交《护士执业证书》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
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申请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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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及依
据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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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执业注册_证书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护士执业注册_证书遗失补发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护士执业证书遗失或破损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下放护士执业注
册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37号）
三、……（四）缩短发证补证时间。……对需要补发护士
执业证书的，由现执业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予以补发。

设立依
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下放护士执业注册审批有关
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37号）三、……
（四）缩短发证补证时间。……对需要补发护士执业证书
的，由现执业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予以补发。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护士执业证书遗失补办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申请人近期小二寸免冠正面白底彩色半身照
  备注:提交的照片应与《护士执业证书遗失补办申请
表》上黏贴的照片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2
份

3.申请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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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2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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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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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执业注册_重新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护士执业注册_重新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执业注册护士存在下述情形：（一）注册有效期届满未
延续注册的;（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书》处罚，自吊
销之日起满2年的，可办理重新注册。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
59号） 第五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
学校、高等学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
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
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设立依
据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59号）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拟在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时，应当重新申请注册:（一）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注
册的;（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书》处罚，自吊销之日
起满2年的。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申请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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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3.申请人近期小二寸免冠正面白底彩色半身照
  备注:申请表照片栏内粘贴1张，制证1张。  要求:原
件  ;份数:原件份数2份

4.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备注: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还应当提交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教
学、综合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
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备注:需提交《护士执业证书》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
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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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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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执业注册_注销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护士执业注册_注销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注销注册： （一）注册
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注册； （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
书》处罚； （三）护士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
59号） 第十八条　护士执业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原注册部门办理注销执业注册： 　　（一）注册有效期
届满未延续注册； 　　（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书》
处罚； 　　（三）护士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设立依
据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59号）
第十八条　护士执业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注册
部门办理注销执业注册： （一）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
注册； （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书》处罚； （三）护
士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护士执业注册注销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申请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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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备注:需缴回《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要求:原件  ;份数:
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28812

投诉电 0595-2213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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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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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

事项性
质

行政确认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受术者接受国家规定免费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手术
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因计划生育手术导致不
良后果之日起1年内，可以提出并发症鉴定申请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试
行)》（人口科技〔2011〕67号） 第十七条 受术者接受
国家规定免费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手术后，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因计划生育手术导致不良后果之日起1
年内，可以提出并发症鉴定申请。 第十八条 户籍人口和
流动人口申请并发症鉴定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施术机
构所在地的县级人口计生部门提出并发症鉴定书面申
请。

设立依
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第6号）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六）负责病残儿医学鉴定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管
理工作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试行)》（人口科技
〔2011〕67号）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口和计划生育
行政部门（以下简称人口计生部门）负责并发症的鉴定
管理工作。

特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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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鉴定环节时限：6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范性文件]《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
定管理办法(试行)》（人口科技
〔2011〕67号） 第二十四条 承担并发
症技术鉴定的鉴定专家组自收齐鉴定材
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双方
当事人应当积极配合并发症鉴定工作，
任何一方不予配合，且影响并发症技术
鉴定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

申请材
料

1.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3份

2.计划生育手术证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疾病证明和原始住院病历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5.结婚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6.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1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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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黄金
菊、李振猛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专家鉴定 6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刘智坤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3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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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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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_新证_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
止妊娠手术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_新证_助
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
术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符合《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的有关规定，经
考核合格，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
法》（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修正） 第十条 凡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遗
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人
员，必须符合《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的有关
规定，经考核合格，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或者在《医师执业证书》上加注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及
技术类别。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十三条　从事本法规
定的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的人员，必须经过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
合格证书。 从事本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施行结扎手
术和终止妊娠的人员，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17年国务
院令第690号）第三十五条　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
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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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
健机构和人员，须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
可。 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
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
可，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考核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4.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5.参加相应专项技术培训证明或指定机构的进修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6.助产技术专业的进修证明或助产技术专业学历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7.医师执业证书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8.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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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黄金
菊、李振猛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婷婷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2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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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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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_遗失补
发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遗失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
法》（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修正） 第十五条 《母
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
格证书》遗失后，应当及时报告原发证机关，并申请办
理补发证书的手续。

设立依
据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第十五条 《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遗失后，应当及时报告原发证机关，并申请办理补发证
书的手续。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遗失补发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医师执业证书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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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权委托书
  备注:需调用申请人身份证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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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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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变更_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办
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变更
_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已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机构，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 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
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
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29号）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
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
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
手续。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第八条 申请变更《母婴
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许可项目的，应当依照本办
法规定的程序重新报批。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变更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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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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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
据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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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变更_机构名称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变更
_机构名称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已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机构，机构名称变更的，
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 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
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
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
理变更手续。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第八条 申请变更《母婴
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许可项目的，应当依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报批。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变更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变更后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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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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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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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变更_注册地址（路名、门牌）
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变更
_注册地址（路名、门牌）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已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机构，机构注册地址（路
名、门牌）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 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
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
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29号）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
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
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
手续。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第八条 申请变更《母婴
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许可项目的，应当依照本办
法规定的程序重新报批。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变更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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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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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及依
据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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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校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校
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已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机构，执业有效期满前，
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
法》（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 第七条 《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机
关办理。

设立依
据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第七条《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机关办
理。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登记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近三年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工作总结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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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审查 林婷婷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陈东辉 庄佳
勇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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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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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新证_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
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新证
_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可以办理: 　（一） 符
合当地医疗保健机构设置规划； 　　（二） 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 符合《母婴保健专项技
术服务基本标准》； 　　（四） 符合审批机关规定的其
他条件。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
法》（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修正） 第四条 申请开
展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以及施行结扎手
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 　　（一） 符合当地医疗保健机构设置规划； 　　
（二）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 符合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 　　（四） 符合
审批机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医疗
保健机构依照本法规定开展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
产前诊断以及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必须符合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并经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17年国务
院令第690号）第三十五条　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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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
健机构和人员，须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
可。 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
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
可，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2
号修正）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的产前诊断，是指对
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病诊断，包括相应筛查。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附件1 中央层面
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版） 第
311项 将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
术服务机构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母婴保健、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闽卫妇幼
〔2009〕186号） 第十条 审批机关受理
申请后，应当根据相应技术标准，对申
请材料进行核对，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现场考核、论证，根据审核结果在20
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备注：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登记书
  备注:登记书首页需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
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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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母婴保健技术人员花名册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母婴保健技术的技术规范和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产前诊断技术机构签订的工作协议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6.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文件（包括组成人员名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黄金菊 林靖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庄佳勇、林
婷婷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陈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黄金菊、林
靖、蔡奇峰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4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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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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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新证_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
和终止妊娠手术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新证
_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
手术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可以办理: 　（一） 符
合当地医疗保健机构设置规划； 　　（二） 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 符合《母婴保健专项技
术服务基本标准》； 　　（四） 符合审批机关规定的其
他条件。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
法》（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修正） 第四条 申请开
展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以及施行结扎手
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 　　（一） 符合当地医疗保健机构设置规划； 　　
（二）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 符合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 　　（四） 符合
审批机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医疗
保健机构依照本法规定开展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
产前诊断以及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必须符合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并经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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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17年国务
院令第690号）第三十五条　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
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
健机构和人员，须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
可。 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
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
可，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母婴保健、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闽卫妇幼
〔2009〕186号） 第十条 审批机关受理
申请后，应当根据相应技术标准，对申
请材料进行核对，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现场考核、论证，根据审核结果在20
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备注：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登记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母婴保健技术人员花名册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母婴保健技术（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
手术）的技术规范和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产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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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林婷婷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林婷婷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陈东辉、庄
佳勇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3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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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
据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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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遗
失补发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
法》（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 第十五条 《母婴保
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
书》遗失后，应当及时报告原发证机关，并申请办理补
发证书的手续。

设立
依据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2019年卫生健康委令第2号）第十五条《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遗失后，应当及时报告原发证机关，并申请办理补发证
书的手续。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件补办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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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黄金
菊、李振猛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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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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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注销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_注
销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已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拟停止开展母婴保健专项
技术服务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母婴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
管理办法》（闽卫妇幼〔2009〕186号） 第十四条　医
疗保健机构停止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应当向
审批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交回《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
许可证》。

设立依
据

《福建省母婴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管理办法》
（闽卫妇幼〔2009〕186号）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
停止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交回《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件注销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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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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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输精管吻合手术审批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输卵管、输精管吻合手术审批

事项性
质

其他行政权力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户籍地在本辖区，符合再生育条件，曾实施过输卵管或
输精管结扎手术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1988年
福建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6年福建
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正） 第十七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免费享受以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六）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批准的输卵管、输精管吻合手术

设立依
据

《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1988年福建省第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6年福建省第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正）第十七条 实行计划生育
的夫妻免费享受以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六）经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的输卵
管、输精管吻合手术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输卵管、输精管吻合术登记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夫妻双方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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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夫妻双方户口簿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结婚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5.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决定（窗口负责人，1工
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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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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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机构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托育机构备案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
等服务且已登记的托育机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
国卫办人口发〔2019〕25号）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为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
服务的托育机构。 第三条 举办托育机构的，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办理登记和备案。 第七条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负
责辖区内已登记托育机构的备案。

设立依
据

《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国卫办人口发
〔2019〕25号）第七条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辖区内已
登记托育机构的备案。 第八条托育机构应当及时向机构
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登录托育机构备案信
息系统，在线填写托育机构备案书、备案承诺书，并提
交以下材料扫描件。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B3DF998131E3C5E63C613032CF7AAA34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B3DF998131E3C5E63C613032CF7AAA34 2/3

2.托育机构场地证明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3.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明及健康合格证明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4.《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5.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6.《食品经营许可证》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7.托育机构备案书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8.备案承诺书
  备注: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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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
程

申请人直接登录托育机构备案系统
（https://ty.padis.net.cn）上传相关材料，在线打印备
案回执。

法定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2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2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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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符合有关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并已开展
首例应用的医疗机构应申请办理备案。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贯彻落实《医疗技
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医政函〔2018〕
802号）（二）落实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制度
　　1.医疗机构拟开展限制类医疗技术，应当按照相关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进行自我评估，符合条件的
可以开展临床应用，并在首例临床应用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填写《福建省医疗机构开展限制类医疗技术备案
表》（附件1），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

设立依
据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员
会令第1号）第十一条　对限制类技术实施备案管理。医
疗机构拟开展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的，应当按照相关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进行自我评估，符合条件的可
以开展临床应用，并于开展首例临床应用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
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开展临
床应用的限制类技术名称和所具备的条件及有关评估材
料； （二）本机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和伦
理委员会论证材料； （三）技术负责人（限于在本机构
注册的执业医师）资质证明材料。 备案部门应当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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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备案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在该医疗
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备注栏予以注明，
并逐级上报至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贯彻落实《医疗质量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卫医政函〔2018〕802号）
二、（二）、1.医疗机构拟开展限制类医疗技术，应当
按照相关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进行自我评估，符
合条件的……，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备案。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福建省医疗机构限制类医疗技术备案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开展临床应用的限制类技术名称和所具备的条件及评
估材料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本机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和伦理委员会
关于该技术临床应用的论证材料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质证明材料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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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1工作日）—决定（医政股负责
人，3工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1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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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备案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
站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
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国卫办
医发〔2017〕38号） 　 二、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
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县
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备
案，并提交设置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设置医疗机构的决
定和设置医疗机构的备案材料。

设立依
据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
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
〔2017〕38号）　 二、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
所（室）、医务室、护理站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县区级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备案，
并提交设置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设置医疗机构的决定和
设置医疗机构的备案材料。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设置医疗机构备案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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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单位或其主管部门设置医疗机构的决定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1工作日）—决定（窗口负责人，1
工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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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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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广告审查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广告审查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医疗机构拟发布医疗广告的，按照“医疗机构谁发证，
医疗广告谁审查”的原则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办
理。

办理条
件依据

1.[规章]《医疗广告管理办法》（2006年工商总局、卫
生部令第26号） 第三条 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
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广告审查。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
明》，不得发布医疗广告。 2.[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
生计生委关于下放医疗广告审查权限的通知》（闽卫医
政〔2014〕91号） 一、审查权限：按照“医疗机构谁
发证，医疗广告谁审查”的原则，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不
再统一受理全省医疗广告申请，由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根据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核发权限行使医疗广告
审查权。

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二十二号）第四十六条 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
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
门(以下称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
查，不得发布。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2006年工商总局、卫生部令第
26号）第三条 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
请医疗广告审查。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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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医疗广告。 第八条第一款 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
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并提交以下材
料：（一）《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二）《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应当加盖核
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公章；
（三）医疗广告成品样件。电视、广播广告可以先提交
镜头脚本和广播文稿。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下放医疗广告审查权限的通
知》（闽卫医政〔2014〕91号）一、审查权限：按照
“医疗机构谁发证，医疗广告谁审查”的原则，省级卫
生行政部门不再统一受理全省医疗广告申请，由县级及
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核发权限
行使医疗广告审查权。

特殊环
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5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章]《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国家工商
总局、卫生部令第26号） 第九条 卫生
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需要请有关
专家进行审查的，可延长10日。

备注：

申请材
料

1.《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3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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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 5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刘智坤、黄
勉君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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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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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医疗机构 新建、扩建、改建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前，已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按照其开展的放
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别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
请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1.[法律]《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24号） 第十八条第三款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
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医疗机构可
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放
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
投入使用；其他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
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
使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组织的验收活
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2.[法规]《放射诊疗管理规
定》（2006年卫生部令第46号公布，2016年国家卫计委
令第8号修订）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设置放射诊疗项目，
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别向相应的
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竣工验收和设置
放射诊疗项目申请： 　 （一）开展放射治疗、核医学工
作的，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二）开展介入
放射学工作的，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三）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工作的，向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申请办理。 同时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的，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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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类别审批权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第十二条 新
建、扩建、改建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医疗机构应当在建
设项目施工前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放
射防护预评价报告，申请进行建设项目卫生审查。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预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
审核决定。经审核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和要求的，方
可施工。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在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并向相应的卫
生行政部门提交下列资料，申请进行卫生验收: (一)建设
项目竣工卫生验收申请 (二)建设项目卫生审查资料; (三)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报告; (四)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验收报告。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24号）第十八条第三款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
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医疗机构
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
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
可投入使用；其他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
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和使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组织的验收
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9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范性文件]《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
查管理规定》（卫监督发〔2012〕25
号） 第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受理竣工验
收申请后，对危害一般类的建设项目，
应当按卫生行政许可的时限进行职业病
放射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对危害严重类
的建设项目，应当按卫生行政许可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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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组织专家对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
审，并进行职业病放射防护设施竣工验
收。 危害一般类的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是
否需要专家评审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确
定。

备注：

申请
材料

属于大型医用设备的

1.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申
请表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
告
  备注:向具备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机构获取(需
附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1份)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的批
复
  备注:由鲤城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出具。  要求:复印件,
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5.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不属于大型医用设备的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7AD5BE1622E6EA64B6C70C79887609EE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7AD5BE1622E6EA64B6C70C79887609EE 4/5

1.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申
请表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
告
  备注:向具备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机构获取(需
附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1份)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的批
复
  备注:由鲤城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出具。  要求:复印件,
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邱永青 9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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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

承诺
时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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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
预评价报告审核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医疗机构新建、扩建、改建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时，按照其
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别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
提出申请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卫生部令第46号
公布，2016年国家卫计委令第8号修订） 第十一条　医
疗机构设置放射诊疗项目，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
作的类别，分别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
审查、竣工验收和设置放射诊疗项目申请： 　 （一）开
展放射治疗、核医学工作的，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
理； 　 （二）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向设区的市级卫
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三）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工
作的，向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同时开展不同类
别放射诊疗工作的，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的卫生行政部门
申请办理。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放射诊疗建设项
目，医疗机构应当在建设项目施工前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
门提交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申请进行建设项
目卫生审查。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预评价报告之日起
三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经审核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
和要求的，方可施工。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24号）第十七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可能产生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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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
预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并书面通知建
设单位。未提交预评价报告或者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
部门审核同意的，不得开工建设。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审核申请
表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备注:向具备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机构获取(需
附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1份)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3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30个工作日

承诺 受理后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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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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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备案_迁址、扩项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备案_迁
址、扩项备案

事项
性质

公共服务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医疗机构因工作需要拟变更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地址
或增加临床基因扩增检验项目，在新实验室启用或开展新
项目前一个月，向省临检中心提交迁址或扩项技术审核申
请，省临检中心组织技术审通过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医
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的通知》（闽卫医政
函〔2019〕900号） 二、进一步明确技术审核流程 医疗
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技术审核包括首次技术审
核、迁址审核、扩项审核。 （二）实验室迁址、扩项审
核 医疗机构因工作需要拟变更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
地址或增加临床基因扩增检验项目，应在新实验室启用或
开展新项目前一个月，向省临检中心提交迁址或扩项技术
审核申请，省临检中心组织技术审核，审核通过后书面告
知，医疗机构凭书面告知向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

设立
依据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临床基
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的通知》（闽卫医政函〔2019〕
900号）二、进一步明确技术审核流程 医疗机构临床基
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技术审核包括首次技术审核、迁址审
核、扩项审核。 （一）实验室首次技术审核 拟设置临床
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医疗机构应向省临检中心提交书面
的技术审核申请。省临检中心应当依据《导则》等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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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组织技术审核，将技术审核结果书面告知实验室所在医
疗机构，审核合格的，由医疗机构向核发《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 （二）实验室迁
址、扩项审核 医疗机构因工作需要拟变更临床基因扩增
检验实验室地址或增加临床基因扩增检验项目，应在新实
验室启用或开展新项目前一个月，向省临检中心提交迁址
或扩项技术审核申请，省临检中心组织技术审核，审核通
过后书面告知，医疗机构凭书面告知向核发《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变更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福建省临床检验中心出具的技术审核结果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按以下流程办理：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办结
（窗口工作人员，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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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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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备案_首次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备案_首
次备案

事项
性质

公共服务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拟设置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医疗机构，经省临检
中心技术审核合格的，可以向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办理备案

办理
条件
依据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临床
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的通知》（闽卫医政函
〔2019〕900号） 二、进一步明确技术审核流程 医疗机
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技术审核包括首次技术审
核、迁址审核、扩项审核。 （一）实验室首次技术审核
拟设置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医疗机构应向省临检
中心提交书面的技术审核申请。省临检中心应当依据
《导则》等相关要求组织技术审核，将技术审核结果书
面告知实验室所在医疗机构，审核合格的，由医疗机构
向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
案。

设立
依据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临床
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的通知》（闽卫医政函
〔2019〕900号）二、进一步明确技术审核流程 医疗机
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技术审核包括首次技术审
核、迁址审核、扩项审核。 （一）实验室首次技术审核
拟设置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医疗机构应向省临检
中心提交书面的技术审核申请。省临检中心应当依据
《导则》等相关要求组织技术审核，将技术审核结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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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告知实验室所在医疗机构，审核合格的，由医疗机构
向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
案。 （二）实验室迁址、扩项审核 医疗机构因工作需要
拟变更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地址或增加临床基因扩
增检验项目，应在新实验室启用或开展新项目前一个
月，向省临检中心提交迁址或扩项技术审核申请，省临
检中心组织技术审核，审核通过后书面告知，医疗机构
凭书面告知向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备案。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备案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福建省临床检验中心出具的技术审核结果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按以下流程办理：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办结
（窗口工作人员，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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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03F8553D878E3A5A2DD6AFCAC68381E6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03F8553D878E3A5A2DD6AFCAC68381E6 1/4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床位（牙椅）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床位（牙
椅）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
构，机构床位（牙椅）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
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象、
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牙
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
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
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
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
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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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受
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照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核
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离
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
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通
知申请人。

备注：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备注: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原件，用于打印
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
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拟增加床位（牙椅）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或医疗服务需
求分析报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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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审核：刘智
坤、陈佳

瑜、黄勉君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办结：蔡奇
峰、林靖、

黄金菊
1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0595-2213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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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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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地址（路名、门牌）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地址（路
名、门牌）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
构，机构地址（路名、门牌）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
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象、
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牙
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
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
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
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
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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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需提交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
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或地名管理部门出具的更名文件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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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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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即办件

办理
条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
构，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
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象、
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牙
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
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
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
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
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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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需提交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
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或法人/负责人的任职/聘用文件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即办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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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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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机构名称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机构名称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
构，机构名称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
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
第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
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
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
（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
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
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
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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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需提交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
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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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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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所有制形式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所有制形式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
构，所有制形式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
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
第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
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
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
（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
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
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
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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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现场勘察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办结：蔡奇
峰、林靖、

黄金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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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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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办事
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增加“互联
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实体医疗机构拟建立
互联网医院，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可以向《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机关申请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8〕25号） 附件2《互联网医院管理办
法（试行）》 第十条 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实体医疗机构拟建立互联网医院，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
二名称的，应当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机关提
出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申请，并提交下列材
料。

设立
依据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18〕
25号）第十条 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实体
医疗机构拟建立互联网医院，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的，应当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机关提出增加
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第
十一条 执业登记机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互联网
医院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审
核不合格，将审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特殊
环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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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材料

1.福建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申请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与福建省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合
作协议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互联网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及科室设置情况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互联网医院各科室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互联网医院设备设施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互联网医院规章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8.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9.（厦门适用）医疗机构告知承诺书 （校验 变更登记
延续有效期）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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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办结：蔡奇
峰、林靖、

黄金菊
0.5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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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
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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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增加“互联
网诊疗”服务方式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实体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
诊疗”服务方式的，可以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
机关申请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范性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8〕25号） 附件2《互联网医院管理办
法（试行）》 第八条 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医疗机构拟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向其《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发证机关提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执业申
请活动，并提交下列材料。

设立
依据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18〕
25号）第八条 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
机构拟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发证机关提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执业申请活
动，并提交下列材料。 第九条 执业登记机关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对医疗机构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
格的，予以登记，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服务方
式中增加“互联网诊疗”。审核不合格，将审核结果以书
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特殊
环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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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材料

1.福建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申请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与福建省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合
作协议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诊疗科目和医师名单
目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管理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厦门适用）医疗机构告知承诺书 （校验 变更登记
延续有效期）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2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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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2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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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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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诊疗科目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诊疗科目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
构，诊疗科目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
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
第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
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
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
（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
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
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
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

特殊环
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75BCD75EE2756D192D09524684041B8B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75BCD75EE2756D192D09524684041B8B 2/5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
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
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
核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
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
抽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
审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
通知申请人。

备注：

申请材
料

增加诊疗科目为申请单位所有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备注: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原件，用于打印
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
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拟变更登记诊疗科目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拟变更登记诊疗科目医疗设备名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拟变更登记诊疗科目医疗用房平面图或辅助设施情况
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委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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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依据下列情形,提供服务委托协议：医疗机构可以
委托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医疗消毒供应中心或者有条件的其他医
疗机构提供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
供应等服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将该委托协议作为
医疗机构相关诊疗科目的登记依据，并在诊疗科目后备
注“协议”。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
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增加诊疗科目为委托其他医疗机构提供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备注: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原件，用于打印
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
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委托协议
  备注:依据下列情形,提供服务委托协议：医疗机构可以
委托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医疗消毒供应中心或者有条件的其他医
疗机构提供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
供应等服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将该委托协议作为
医疗机构相关诊疗科目的登记依据，并在诊疗科目后备
注“协议”。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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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减少诊疗科目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备注: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原件，用于打印
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
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庄佳勇 陈东
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1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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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黄金菊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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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执业地点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变更_执业地点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
构，机构执业地点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
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
第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
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
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
（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
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
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
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

特殊环
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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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
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
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
核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
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
抽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
审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
通知申请人。

备注：

申请材
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备注:需提交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
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可行性分析报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备注: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图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
要求经相关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申请人
应先送卫健局医政和中医药股审查）。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备注:（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
件； （二）租赁（借用）房屋的，提交租赁（借用）
协议原 件或复印件；属于转租（借）的，还应当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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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人同意转租（借）的文件； （三）租用军队房产
的，提交租赁协议原件或复印件和《军队房产租赁许可
证》复印件。 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
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 二、自有房产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
（一）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购房合同复印件；
（二）街道、乡、镇政府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产
权归属证明； （三）属开发区、科技园区的，由开发
区、科技园区管委会出具产权归属证明。 三、拟执业
地点与营业执照、房产证明或租赁协议、借用协议载明
地址不一致的，可由所在地派出所或居（村）委会出具
地址座落一致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
件份数1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庄佳勇 陈东
辉

1工作日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A457211A610FDD2FB1F53EBE061BCE4D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A457211A610FDD2FB1F53EBE061BCE4D 4/4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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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解除停业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解除停业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医疗机构停业后拟继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
号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停业，必须经登记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
迁建原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四条　医疗
机构停业，必须经登记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迁建
原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特殊环
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
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
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
核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
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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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
审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
通知申请人。

备注：

申请材
料

1.解除停业申请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现场勘察、
专家评审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办结：蔡奇
峰、林靖、

黄金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45个工作日

承诺时 受理后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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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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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停业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停业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医疗机构拟停业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
号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停业，必须经登记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
迁建原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十四条　医疗
机构停业，必须经登记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迁建
原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疗机构停业备案表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备注: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缴销（不
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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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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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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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独立设置互
联网医院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1.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的，可以办理； 2.申请医疗机构
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设置医疗机构
的批准书（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可缺项） （二） 符合医疗
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 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
所； （四） 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
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 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
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
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
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
房不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
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
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
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
形。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
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十六条　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
标准；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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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有相应的规章制
度；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规章]《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
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次
修正） 第二十七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
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
足诊疗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
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
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
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
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3.[规范
性文件]《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
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
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
三级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举办
其他医疗机构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
疗机构批准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4.[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
服务审核要求》（闽卫医政函〔2019〕279号） 五、独
立设置互联网医院 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申请独立设置互联
网医院，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二）执业登记阶段……2.
受理部门：向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提出
设置申请。3. 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设立
依据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闽卫医政函〔2019〕279号）五、独立
设置互联网医院 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申请独立设置互联网
医院，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二）执业登记阶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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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部门：向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机关提出
设置申请。3. 办理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含公
示）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1.[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受
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照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核
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离
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
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通
知申请人。 2.[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
于印发〈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
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卫医发
〔2008〕35号） 一(三)实行医疗机构设
置批准公示制。卫生行政部门对受理的
医疗机构设置申请要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
的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设置医疗机构的
类别、执业地址、诊疗科目、床位(牙
椅、观察床),以及设置人和设置申请人名
称、符合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情
况等。公示期间接到举报或提出异议的,
要及时组织查实,未查实前不得批准设
置。 3.[规范性文件]《关于进一步改革
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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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卫医发〔2018〕19号） 五、二级
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
“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
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
心、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
资医疗机构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的，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
机构批准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备注：

申请
材料

1.与福建省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互联网医院各科室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互联网医院设备设施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备注: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一）属于自有房产的，
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二）租赁（借用）房屋的，
提交租赁（借用）协议原 件或复印件；属于转租（借）
的，还应当提交产权人同意转租（借）的文件； （三）
租用军队房产的，提交租赁协议原件或复印件和《军队
房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
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 二、自有房
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
件之一：（一）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购房合同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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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二）街道、乡、镇政府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出具
的产权归属证明； （三）属开发区、科技园区的，由开
发区、科技园区管委会出具产权归属证明。 三、拟执业
地点与营业执照、房产证明或租赁协议、借用协议载明
地址不一致的，可由所在地派出所或居（村）委会出具
地址座落一致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
件份数1份

6.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备注: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图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
要求经相关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申请人
应先送卫健局医政和中医药股审查）。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
人名录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8.医疗机构规章制度（含技术操作规程目录及互联网医
院规章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9.与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备注:依据下列情形,提供服务委托协议：医疗机构可以
委托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医疗消毒供应中心或者有条件的其他医
疗机构提供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
供应等服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将该委托协议作为
医疗机构相关诊疗科目的登记依据，并在诊疗科目后备
注“协议”。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
1份

10.药房（柜）的药品种类及数量清单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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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12.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庄佳勇 陈东
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4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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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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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实体医疗机构（含增设分支机构）办事
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实体医疗机
构（含增设分支机构）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1.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设置医疗机构的批准书（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可缺项）；
（二） 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 有适合的名
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 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
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 有相
应的规章制度； （六）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
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
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
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十六条　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
标准；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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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规章]《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次修
正） 第二十七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
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
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
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
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关于进一步
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
〔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
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健院、急
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
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的，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仅在执
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设立
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十五条　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批
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按照本条例第
十三条规定设置的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8〕19号）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
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三级妇幼
保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合
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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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含公
示）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1.[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受
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照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核
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离
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
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通
知申请人。 2.[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
印发〈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
若干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8〕
35号） 一(三)实行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公
示制。卫生行政部门对受理的医疗机构
设置申请要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拟设置医疗机构的类别、执
业地址、诊疗科目、床位(牙椅、观察
床),以及设置人和设置申请人名称、符合
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情况等。公
示期间接到举报或提出异议的,要及时组
织查实,未查实前不得批准设置。 3.[规范
性文件]《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
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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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
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健院、急救中
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
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
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的，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备注：

申请
材料

1.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备注: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图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
要求经相关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申请人
应先送卫健局医政和中医药股审查）。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备注:依据下列情况提交相应材料：一、 申请人申请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提交如下登记材料： （一）属于自
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二）租赁（借
用）房屋的，提交租赁（借用）协议原 件或复印件；属
于转租（借）的，还应当提交产权人同意转租（借）的
文件； （三）租用军队房产的，提交租赁协议原件或复
印件和《军队房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自有房产未取
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
一： 二、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
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一）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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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购房合同复印件； （二）街道、乡、镇政府或者居
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产权归属证明； （三）属开发区、
科技园区的，由开发区、科技园区管委会出具产权归属
证明。 三、拟执业地点与营业执照、房产证明或租赁协
议、借用协议载明地址不一致的，可由所在地派出所或
居（村）委会出具地址座落一致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
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与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备注:依据下列情形,提供服务委托协议：医疗机构可以
委托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医疗消毒供应中心或者有条件的其他医
疗机构提供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
供应等服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将该委托协议作为
医疗机构相关诊疗科目的登记依据，并在诊疗科目后备
注“协议”。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
1份

5.设区市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同意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所
的文件
  备注:申办盲人医疗按摩需提交此项材料（非盲人医疗
按摩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
原件份数1份

6.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
人名录
  备注: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应和营业执
照记载的一致。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
数1份

7.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备注:卫生技术人员包括在岗医师、护士、药学、检验
人员或技师（士），不包括实习、见习人员。  要求:原
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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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授权委托书
  备注:需作申请人身份证缺失登记。企事业单位设置医
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为申请人；个体诊所，主要负责人
为申请人。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材料
说明

上述申报材料均一式一份，须采用A4纸打印或书写或复
印 ，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对，并逐页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或法定代表人（业主）私章（或签字）确认“与原件一
致”，按以上申报材料顺序提交，无需装订。提示：复印
件可自备也可由窗口工作人员复印（免费服务）。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黄
勉君、陈佳

瑜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黄
勉君、陈佳

瑜
2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庄佳勇、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

1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4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 18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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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
说明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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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新设置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
为第二名称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新设置医疗
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
称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1.新设置医疗机构拟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可以办理 2.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设置医疗机构的批准书（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可
缺项） （二） 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 有适
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 有与其开展的业务
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 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 3.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
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
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
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
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
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十六条　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99137DEF151A7C61E97A0FCCA41AD22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99137DEF151A7C61E97A0FCCA41AD22 2/8

标准；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
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规章]《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次修
正） 第二十七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
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
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
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
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3.[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
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三级妇幼
保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合
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
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4.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审核要
求》（闽卫医政函〔2019〕279号） 四、新设置医疗机
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新申请设置的实体
医疗机构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按照以下要求
办理。 （二）执业登记阶段 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
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
医发〔2018〕19号）文件精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
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的要求，新设置二级及以
下医疗机构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直接在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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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阶段提出申请。……2. 受理部门：参照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事项，由权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3. 办理流程：
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设立
依据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闽卫医政函〔2019〕279号）四、新设置医
疗机构增加“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 新申请设置的
实体医疗机构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按照以下
要求办理。 （二）执业登记阶段 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8〕19号）文件精神，二级及以下医疗
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的要求，新设置二
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拟将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直接
在执业登记阶段提出申请。……2. 受理部门：参照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事项，由权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3. 办理
流程：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含公
示）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1.[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受
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照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核
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离
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
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通
知申请人。 2.[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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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
若干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8〕
35号） 一(三)实行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公
示制。卫生行政部门对受理的医疗机构
设置申请要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拟设置医疗机构的类别、执
业地址、诊疗科目、床位(牙椅、观察床),
以及设置人和设置申请人名称、符合当
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情况等。公示
期间接到举报或提出异议的,要及时组织
查实,未查实前不得批准设置。 3.[规范性
文件]《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
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
〔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
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健院、急救中
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
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
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的，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备注：

申请
材料

1.福建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申请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与福建省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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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互联网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及科室设置情况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备注: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
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二）租赁（借用）房屋的，提
交租赁（借用）协议原 件或复印件；属于转租（借）
的，还应当提交产权人同意转租（借）的文件； （三）
租用军队房产的，提交租赁协议原件或复印件和《军队
房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
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 二、自有房
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
件之一：（一）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购房合同复印
件； （二）街道、乡、镇政府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出具
的产权归属证明； （三）属开发区、科技园区的，由开
发区、科技园区管委会出具产权归属证明。 三、拟执业
地点与营业执照、房产证明或租赁协议、借用协议载明
地址不一致的，可由所在地派出所或居（村）委会出具
地址座落一致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
件份数1份

7.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备注: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图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
要求经相关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申请人
应先送卫健局医政和中医药股审查）。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8.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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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录（含互联网医院各科室卫生技术人员情况）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9.医疗机构规章制度（含技术操作规程目录及互联网医
院规章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10.与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备注:依据下列情形,提供服务委托协议：医疗机构可以
委托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医疗消毒供应中心或者有条件的其他医
疗机构提供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
供应等服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将该委托协议作为
医疗机构相关诊疗科目的登记依据，并在诊疗科目后备
注“协议”。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
1份

11.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12.药房（柜）的药品种类及数量清单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1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30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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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法定
时限

受理后4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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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
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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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新设置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
务方式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新证_新设置医疗
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1.新设置医疗机构拟增加“互联网医疗”服务方式的，可
以办理 2.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设置医疗机构的批准书（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可
缺项） （二） 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 有适
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 有与其开展的业务
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 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 3.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
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
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
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
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办理
条件
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
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十六条　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
标准；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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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
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规章]《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三次修
正） 第二十七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
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
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
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
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3.[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
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三级妇幼
保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合
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
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4.[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审核要
求》（闽卫医政函〔2019〕279号） 三、新设置医疗机
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 新申请设置的实体医疗
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二）执业登记阶段 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
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
〔2018〕19号）文件精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审
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的要求，新设置二级及以下医
疗机构拟增加“互联网医疗”服务方式，直接在执业登记
阶段提出申请。……2. 受理部门：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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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由权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3. 办理流程：参
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设立
依据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闽卫医政函〔2019〕279号）三、新设置医
疗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 新申请设置的实体
医疗机构增加“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按照以下要求办
理。 （二）执业登记阶段 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
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
发〔2018〕19号）文件精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的要求，新设置二级及以下
医疗机构拟增加“互联网医疗”服务方式，直接在执业登
记阶段提出申请。……2. 受理部门：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事项，由权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3. 办理流程：
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事项。

特殊
环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含公
示）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1.[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受
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照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核
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离
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
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
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通
知申请人。 2.[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
印发〈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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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8〕
35号） 一(三)实行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公
示制。卫生行政部门对受理的医疗机构
设置申请要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拟设置医疗机构的类别、执
业地址、诊疗科目、床位(牙椅、观察床),
以及设置人和设置申请人名称、符合当
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情况等。公示
期间接到举报或提出异议的,要及时组织
查实,未查实前不得批准设置。 3.[规范性
文件]《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
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
〔2018〕19号） 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
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健院、急救中
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
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
外，举办其他医疗机构的，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备注：

申请
材料

1.福建省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与福建省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对接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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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备注: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图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
要求经相关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申请人
应先送卫健局医政和中医药股审查）。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医疗机构规章制度（含技术操作规程目录及互联网诊
疗活动管理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备注:房产证明或使用证明: （一）属于自有房产的，提
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二）租赁（借用）房屋的，提
交租赁（借用）协议原 件或复印件；属于转租（借）
的，还应当提交产权人同意转租（借）的文件； （三）
租用军队房产的，提交租赁协议原件或复印件和《军队
房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
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 二、自有房
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
件之一：（一）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购房合同复印
件； （二）街道、乡、镇政府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出具
的产权归属证明； （三）属开发区、科技园区的，由开
发区、科技园区管委会出具产权归属证明。 三、拟执业
地点与营业执照、房产证明或租赁协议、借用协议载明
地址不一致的，可由所在地派出所或居（村）委会出具
地址座落一致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
件份数1份

7.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
人名录（含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师名单）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8.卫生技术人员名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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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药房（柜）的药品种类及数量清单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10.与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备注:依据下列情形,提供服务委托协议：医疗机构可以
委托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医疗消毒供应中心或者有条件的其他医
疗机构提供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
供应等服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将该委托协议作为
医疗机构相关诊疗科目的登记依据，并在诊疗科目后备
注“协议”。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
1份

11.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3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0.5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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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黄金菊

法定
时限

受理后45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3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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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延续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延续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效期届满前，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地方性法规]《福建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 （1995年福
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3号公布，1998年修正） 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效期，床位在
100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
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
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为6
年；其它医疗机构为3年。

设立依
据

《福建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1995年福建省政府令第
32号）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
效期，床位在100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
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
防治机构为6年；其它医疗机构为3年。

特殊环
节

1、 环节名
称：

专家评审环节时限：30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
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六条 登记机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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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
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
核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
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
抽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
审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
通知申请人。

备注：

申请材
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延续申请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备注:需提交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
子证照）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猛
0.5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专家评审 刘智坤、陈 30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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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瑜、黄勉
君

审查与决定 审查
刘智坤、陈
佳瑜、黄勉

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决定：庄佳
勇 核发：陈

东辉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4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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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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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遗失补发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
号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当及时申
明，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补发。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
当及时申明，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补发。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遗失补发申请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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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黄金
菊、李振

猛、辛勤明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

猛、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李振

猛、辛勤明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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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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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注销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_注销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医疗机构歇业或因合并而终止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
号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二十一条 医
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
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
机构非因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停业超过1年的，视为歇
业。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
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令第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九条　因分立或者合并
而保留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因分立或者合并
而新设置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设置许可证和执业登记；
因合并而终止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注销登记。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
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医疗机构非因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停业超
过1年的，视为歇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第二十九条　因分
立或者合并而保留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因分
立或者合并而新设置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设置许可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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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登记；因合并而终止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注销登
记。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
  备注:请在首页注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要求:原件,电子
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备注:原证需缴回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3.医疗机构的印章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受理：蔡奇
峰、林靖、

黄金菊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办结：蔡奇
峰、林靖、

黄金菊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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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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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由辖区卫健委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登记医疗
美容科的医疗机构，拟备案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满足以
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经执业
医师注册机关注册； 2.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
历，其中：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医师应具有6年以上
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
责实施美容牙科项目的医师应具有5年以上从事美容牙科
或口腔科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容中医科和美
容皮肤科项目的医师应分别具有3年以上从事中医专业和
皮肤专业临床工作经历。 3.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的计
算时间，应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并注册相应执业范围后
起算。其中，申请注册为美容外科类别的，应具有临床
类别执业医师资格并注册为外科专业或眼耳鼻咽喉科专
业；申请注册为美容皮肤科的，应具有临床类别执业医
师资格并注册为皮肤病与性病专业；申请注册为美容牙
科类别的，应具有口腔类别执业医师资格并执业注册；
申请注册为美容中医科类别的，应具有中医类别执业医
师资格并注册为中医专业。 4.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
进修半年及以上并合格。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计生委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关
于加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卫
医政函〔2017〕311号） 一、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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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核定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专业的
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执业医师资格，
并经执业医师注册机关注册； 　　（二）具有从事相关
临床学科工作经历，其中：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医
师应具有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
床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容牙科项目的医师应具有5年以
上从事美容牙科或口腔科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责实施
美容中医科和美容皮肤科项目的医师应分别具有3年以上
从事中医专业和皮肤专业临床工作经历。 　　（三）从
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的计算时间，应从取得执业医师资
格并注册相应执业范围后起算。其中，申请注册为美容
外科类别的，应具有临床类别执业医师资格并注册为外
科专业或眼耳鼻咽喉科专业；申请注册为美容皮肤科
的，应具有临床类别执业医师资格并注册为皮肤病与性
病专业；申请注册为美容牙科类别的，应具有口腔类别
执业医师资格并执业注册；申请注册为美容中医科类别
的，应具有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并注册为中医专业。
　　（四）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半年及以上并
合格。 二、设置有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应对主
执业机构注册为本机构的执业医师进行医疗美容主诊医
师专业核定并为其办理备案。

设立依
据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卫医发〔2017〕16号）根据《执业医
师法》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
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现就加
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提出以下要求： 一、对医疗美
容主诊医师的专业实行备案管理。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医疗
美容主诊医师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卫医政函
〔2017〕311号）三、设置有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
机构应当及时将核定结果报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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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省属医疗机构报其所在
地的设置区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师执业证书》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简要办理流程：受理（窗口工作人员）（1个工作日）—
决定（窗口负责人）（2个工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
员）（2个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0595-2213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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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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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多机构执业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师多机构执业备案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担任公立医院院级领导职务、行政职能科（室）主要负
责人或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村卫生所（室）主要负责人的医师，不得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医师执业注册
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卫医政函〔2017〕735号） 四、
其他 （一）担任公立医院院级领导职务、行政职能科
（室）主要负责人或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村卫生所（室）主要负责人的医师不得
多机构执业。

设立依
据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　　第十条在同一执业
地点多个机构执业的医师，应当确定一个机构作为其主
要执业机构，并向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申请注册；对于拟执业的其他机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
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分别申请备案，注明所在执业
机构的名称。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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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3.医师执业注册承诺书
  备注:本人书写，手写签名。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4.最近1个周期的医师定期考核合格证明
  备注:可在医师联网注册及考核管理系统在线核验，如
未核验到的需提供注册所在地卫健行政部门出具的考核
合格证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医师与拟备案执业的医疗机构签订的劳务协议
  备注:原件核对退回，收取复印件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
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印件份数1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1个工作日）—决定（窗口负责
人）（2个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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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BAFF486B7D5A98065393089C118D774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8BAFF486B7D5A98065393089C118D774 1/3

医师执业注册_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师执业注册_备案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就职于医疗机构的医师注册后调离、退休、退职，或被
辞退、开除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卫计委
令第13号） 第十九条 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其所在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当自办理相关手续之
日起30日内报注册主管部门，办理备案： 　　（一）调
离、退休、退职； 　　（二）被辞退、开除； 　　
（三）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设立依
据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第13号）第十九条 医师注册后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其所在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当自
办理相关手续之日起30日内报注册主管部门，办理备
案： 　　（一）调离、退休、退职； 　　（二）被辞
退、开除； 　　（三）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
的其他情形。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师执业注册备案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备案情形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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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依据下列情形提供相应材料，医师注册后有调
离、退休、退职;被辞退、开除等情况，其所在的医
疗、预防、保健机构应当自办理相关手续之日起30日内
报注册主管部门，办理停止执业备案。备案未满2年需
继续执业的，按照本通知“申请执业注册”的要求办理
重新注册；备案满2年且未继续执业的予以自动注销执
业信息。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复印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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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及依
据

联系电
话

0595-2212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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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注册_变更注册_执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办事指南

事项
名称

医师执业注册_变更注册_执业地点和
主要执业机构

事项
性质

行政许可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办理
条件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
等注册事项的，可以办理

办理
条件
依据

[规章]《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卫计委
令第13号） 第二十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通过国家医师管理信息系
统提交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及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医师因参加培训需要注册或者变
更注册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医师变
更主要执业机构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重
新办理注册。医师承担经主要执业机构批准的卫生支
援、会诊、进修、学术交流、政府交办事项等任务和参
加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义诊，以及在签订帮扶或者
托管协议医疗机构内执业等，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
执业机构备案手续。

设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主席令第18
号）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
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
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特殊
环节

无

申请 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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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师执业注册承诺书
  备注:本人书写，手写签名。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3.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印
件份数1份

4.《医师执业证书》
  备注:需提交《医师执业证书》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
果。（无需调用电子证照）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
1份

5.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聘用文件
  备注:指《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聘用证明》(格式见附
件下载),由拟执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签发，需法定
代表人签字、机构盖公章。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
数:复印件份数1份

6.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
流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2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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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
时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
时限
说明

无

受理
单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
标准
及依
据

无

联系
电话

0595-22128812

投诉
电话

0595-22138825

办公
时间
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
路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
跑趟
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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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注册_变更注册_执业范围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师执业注册_变更注册_执业范围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业范围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卫计委
令第13号） 第二十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通过国家医师管理信息系
统提交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及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医师因参加培训需要注册或者变
更注册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医师变
更主要执业机构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重
新办理注册。医师承担经主要执业机构批准的卫生支
援、会诊、进修、学术交流、政府交办事项等任务和参
加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义诊，以及在签订帮扶或者
托管协议医疗机构内执业等，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
执业机构备案手续。

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主席令第18
号）第十七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
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
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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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师执业注册承诺书
  备注:本人书写，手写签名。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3.《医师执业证书》
  备注:需提交原件，用于打印办理结果。（无需调用电
子证照）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与拟变更的执业范围相应的高一层次毕业学历或者培
训考核合格证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6.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聘用文件
  备注:指《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聘用证明》(格式见附
件下载),由拟执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签发，需法定
代表人签字、机构盖公章。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
数:复印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2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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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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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注册_首次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师执业注册_首次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1.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可以办
理。 2.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办理：(一)不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三)受吊销《医师执业证
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
满二年的; (四)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疾病发病
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医疗、
预防、保健业务工作的; (五)重新申请注册，经考核不合
格的; (六)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七)被查
实曾使用伪造医师资格或者冒名使用他人医师资格进行
注册的; (八)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
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办理条
件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执业医师法》
（2009年主席令第十八号） 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
业注册制度。 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
定的情形外，受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2.[规章]《医师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卫计委令第13号） 第六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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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三)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
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
的; (四)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疾病发病期以及
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医疗、预防、
保健业务工作的; (五)重新申请注册，经考核不合格的;
(六)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七)被查实曾
使用伪造医师资格或者冒名使用他人医师资格进行注册
的; (八)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
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2009年主席令第十八
号）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 取得医师
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申请注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理申请
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
册，并发给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
证书。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第九条 拟在医疗、保健
机构中执业的人员，应当向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申请注册;拟在预防机构中执业的人员，应当向
该机构的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委托实施医师执业注册等行政
审批项目的通知》（闽卫政法〔2014〕120号）经研
究，决定将我委医师执业注册等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委托
各设区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社
会事业局实施。具体要求如下：一、委托实施项目和内
容：（一）医师执业注册：省卫生计生委核发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的医师执业注册；省疾控
中心、省血液中心的医师执业注册。

特殊环
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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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
料

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近6个月2寸白底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备注:相片应与《医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构备案申
请审核表》内的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聘用文件
  备注:指《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聘用证明》(格式见附
件下载),由拟执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签发，需法定
代表人签字、机构盖公章。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
数:复印件份数1份

4.医师执业注册承诺书
  备注:本人填写，手写签名。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5.授权委托书
  备注:委托代理证明应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各一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
件份数1份

6.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材料说
明

上述申报材料均一式一份，须采用A4纸打印或书写或复
印 ，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对，并逐页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或法定代表人（业主）私章（或签字）确认“与原件一
致”，按以上申报材料顺序提交，无需装订。提示：提
供书面材料时应同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电子化注
册系统》医师电子化注册栏目的个人端提交首注业务申
请后提交所在医疗机构确认，再由医疗机构提交本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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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中文网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电子化注册系
统。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 2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4个工作日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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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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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注册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师执业注册_遗失补发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遗失或破损《医师执业证
书》，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卫计委
令第13号） 第十六条 《医师执业证书》应当由本人妥
善保管，不得出借、出租、抵押、转让、涂改和毁损。
如发生损坏或者遗失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原发证部门
申请补发。

设立依
据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第13号）第十六条 《医师执业证
书》应当由本人妥善保管，不得出借、出租、抵押、转
让、涂改和毁损。如发生损坏或者遗失的，当事人应当
及时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发。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师执业证书遗失补办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3.近6个月2寸白底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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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照片应与《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补办申请表》内黏
贴的照片一致。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5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0.5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2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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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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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注册_重新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师执业注册_重新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1.备案状态拟重新执业医师； 2.中止医师执业活动二年
以上；3.下列不予注册情形：(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
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三)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
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
的;(四)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疾病发病期以及
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医疗、预防、
保健业务工作的;(五)重新申请注册，经考核不合格的;
(六)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七)被查实曾使
用伪造医师资格或者冒名使用他人医师资格进行注册的;
(八)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的其他情形的。 上述情形等消失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执业医师法》
（2009年主席令第十八号） 第十八条 中止医师执业活
动二年以上以及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消失的，申请
重新执业，应当由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机构考核合
格，并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重新注册。 2.[规章]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卫计委令第13
号）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三)受吊销《医
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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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四)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
疾病发病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
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的; (五)重新申请注册，经
考核不合格的; (六)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七)被查实曾使用伪造医师资格或者冒名使用他人医师资
格进行注册的; (八)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不宜从事医疗、
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执业医师法》（2009年主
席令第十八号）第十八条 中止医师执业活动二年以上以
及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消失的，申请重新执业，应
当由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机构考核合格，并依照本法
第十三条的规定重新注册。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多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医师执业注册承诺书
  备注:本人书写，手写签名。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3.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6个月以上的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备注:　申请注册时，还应当提交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疗机构或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接受连续6
个月以上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要求:原件,电
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近6个月2寸白底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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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聘用文件
  备注:指《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聘用证明》(格式见附
件下载),由拟执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签发，需法定
代表人签字、机构盖公章。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
数:复印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2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4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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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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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注册_注销注册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医师执业注册_注销注册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符合条件：“1.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2.受刑事处罚
的；3.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的；4.医师定期
考核不合格，经培训后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5.连续两
个考核周期未参加医师定期考核6.中止医师执业活动满
二年的；7.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宜继续执业的；8.有出借、
出租、抵押、转让、涂改《医师执业证书》的，9.在医
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10.本人主动申请
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卫计委
令第13号） 第十八条：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医师个人或者其所在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当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30日内报告注册主管部门，办
理注销注册：（一）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二）受
刑事处罚的；（三）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
的；（四）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并经培训后再次考核
仍不合格的；（五）连续两个考核周期未参加医师定期
考核的；（六）中止医师执业活动满二年的；（七）身
体健康状况不适宜继续执业的；（八）出借、出租、抵
押、转让、涂改《医师执业证书》的；（九）在医师资
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十）本人主动申请的；
（十一）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
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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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依
据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第13号）第十八条 医师注册后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医师个人或者其所在的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30日内报告注
册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注册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医师注销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注销情形佐证材料
  备注: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个人或者其
所在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之日起30日内报告注册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注册，需
依据下列情形提供相应材料： 　　（一）死亡或者被
宣告失踪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
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的； 　　（四）医
师定期考核不合格，并经培训后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
　　（五）连续两个考核周期未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
　　（六）中止医师执业活动满二年的； 　　（七）
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宜继续执业的； 　　（八）出借、
出租、抵押、转让、涂改《医师执业证书》的； 　　
（九）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十）本人主动申请的； 　　（十一）国家卫生计生
委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
的。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复印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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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菊

0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林靖、黄金
菊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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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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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活动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义诊活动备案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1.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医疗机构或批准设置的预防、保健机构,在开展义
诊活动前15—30日前,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备
案。需跨县(区)、市(地、州)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
义诊的，向其所在地和义诊所在地相应的县(区)、市
(地、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2.参
加义诊进行医疗、预防、保健咨询活动的人员必须具有
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执业注册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参加义诊需经所在医
疗、预防、保健机构批准，并在义诊时佩带本机构统一
印制的胸卡。

办理条
件依据

[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组织义诊活动实行备案管理的
通知》（卫医发〔2001〕365号） 　 二、县级以上卫生
行政部门负责对义诊活动的备案、审查、监督和管理。
义诊组织单位原则上应组织本地区的医务人员在本地区
范围内举行义诊，在开展义诊活动前15—30日到义诊所
在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备案；需跨县(区)、市(地、
州)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义诊时，组织单位应在开
展义诊活动前15—30日分别向其所在地和义诊所在地相
应的县(区)、市(地、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
部门备案。 五、参加义诊的机构必须是经县级以上卫生
行政部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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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设置的预防、保健机构。 六、参加义诊进行医疗、预
防、保健咨询活动的人员必须具有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并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执业注册的医务人
员。医务人员参加义诊需经所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
批准，并在义诊时佩带本机构统一印制的胸卡。

设立依
据

《卫生部关于组织义诊活动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卫
医发〔2001〕365号）　　二、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对义诊活动的备案、审查、监督和管理。义诊组织
单位原则上应组织本地区的医务人员在本地区范围内举
行义诊,在开展义诊活动前15日到义诊所在地县级以上卫
生行政部门备案；需跨县（区）、市（地、州）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义诊时,组织单位应在开展义诊
活动前15-30日分别向其所在地和义诊所在地相应的县
（区）、市（地、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
政部门备案。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义诊活动备案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参加义诊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置文件。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在城镇公共场所开展义诊须提供城管部门的同意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参加义诊医务人员所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出具的
同意其参加义诊的证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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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决定（窗口工作人员，1
工作日）—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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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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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变更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变更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供水单位名称、负责人或地址门牌号（实际经营场所未
变更）变更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十七号修正） 第二十九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
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
范。 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
取得卫生许可证。

设立依
据

《行政许可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
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
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
更手续。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变更申请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卫生许可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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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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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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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新证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新证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满足下述条件的饮用水供水单位，可以办理： 1.供水水
源水质应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的规定，水源地
必须设置水源保护区； 2.具有符合供水规模的卫生要求
的厂房、设施、设备和环境； 3.具有在制水工艺流程过
程中控制污染的条件和措施； 4.具有卫生管理制度、组
织和经过专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具有能对
饮用水水质进行检测的机构、人员以及仪器设备； 6.所
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必须符合卫生安全和产
品质量标准规定，并持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准文件； 7.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
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康检查合格。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9年卫生
部令第53号公布，2016年住建部 国家卫计委关于修改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八条
供水单位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应
当符合卫生要求，选址和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必须有建
设、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九条 供水单位应建立饮
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饮
用水卫生管理工作。 第十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有水质
净化消毒设施及必要的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和人员，对
水质进行日常性检验，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
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送检测资料。 城市自来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4FE6CFF22B476AA48C0523811857311E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4FE6CFF22B476AA48C0523811857311E 2/5

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其生产管理制
度的建立和执行、人员上岗的资格和水质日常检测工作
由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十一条 直接
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
作，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凡患有痢疾、伤寒、甲
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
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的和病
原携带者，不得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 直接从事供、
管水的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工作。 第十三
条 饮用水水源地必须设置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严禁修
建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及一切有碍水源水
质卫生的行为。 第十五条 当饮用水被污染，可能危及人
体健康时，有关单位或责任人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污
染，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报告。

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4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十七号修正）第二十九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
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
范。 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
取得卫生许可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16年国务院令第412号）第204项 供水单位卫
生许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开
展。

特殊环
节

1、 环节名
称：

现场勘察环节时限：4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
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
时，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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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并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督监测和
评价。

备注：

申请材
料

1.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供水单位方位图及平面布局图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水质卫生检测报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主要设备清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实验室设备、人员及检测项目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1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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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决定 现场勘察 叶卫东、王
志茂

4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1工作日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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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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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延续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延续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有效期满前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9年卫生部令第
53号公布，2016年住建部 国家卫计委关于修改《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二十条 供水
单位卫生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发放，有效期四
年。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新证。

设立依
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9年卫生部令第
53号公布，2016年住建部 国家卫计委关于修改《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第二十条 供水
单位卫生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发放，有效期四
年。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新证。

特殊环
节

1、 环节名
称：

现场勘察环节时限：4个工作日

设定依
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
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
时，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
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并负责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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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内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督监测和
评价。

备注：

申请材
料

1.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水质卫生检测报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卫生许可证原件
  备注:需提交卫生许可证原件换领新证  要求:原件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1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现场勘察 叶卫东、王
志茂

4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1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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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辛勤
明、李振猛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3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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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遗失补发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卫生许可证丢失或破损的，可以提出申请。

办理条
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20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十七号修正） 第二十九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
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
范。 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
取得卫生许可证。

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4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十七号修正）第二十九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
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
范。 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
取得卫生许可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16年国务院令第412号）第204项 供水单位卫
生许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开
展。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1.遗失补发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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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辛勤明 1工作日

制证与送达 发证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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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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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注销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_注销

事项性
质

行政许可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供水单位停止生产活动提出注销申请的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律]《行政许可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29号） 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行政许
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赋予公民特定资格
的行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四）行政
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
的； 　　（五）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
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
其他情形。

设立依
据

《行政许可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
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一）行政许
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二）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
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三）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四）行政许可依法被撤
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五）因
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六）法律、
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特殊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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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申请材
料

1.供水单位注销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卫生许可证原件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环节 步骤 办理人 办理时限

申请与受理 受理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审查与决定 决定

蔡奇峰、林
靖、黄金
菊、辛勤

明、李振猛

当场

法定时
限

受理后20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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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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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执业备案_变更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诊所执业备案_变更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诊所名称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诊疗
科目、牙椅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1.[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
号修正）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
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
记。　 2.[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修
正）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
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
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附件1 中央
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
版） 第75项 取消对诊所执业的许可准入管理，改为备
案管理

特殊环
节

无

变更诊所名称、地址（路名、门牌）、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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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
料

1.诊所变更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2.原《诊所备案信息表》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5.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变更诊所执业地点

1.诊所变更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2.原《诊所备案信息表》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备注:依据下列情况提交相应材料：一、 申请人申请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提交如下登记材料： （一）属于
自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二）租赁
（借用）房屋的，提交租赁（借用）协议原 件或复印
件；属于转租（借）的，还应当提交产权人同意转租
（借）的文件； （三）租用军队房产的，提交租赁协
议原件或复印件和《军队房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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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文件之一： 二、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
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一）房屋竣
工验收备案证明、购房合同复印件； （二）街道、
乡、镇政府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产权归属证明；
（三）属开发区、科技园区的，由开发区、科技园区管
委会出具产权归属证明。 三、拟执业地点与营业执
照、房产证明或租赁协议、借用协议载明地址不一致
的，可由所在地派出所或居（村）委会出具地址座落一
致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拟增加牙椅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或医疗服务需求分析报
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6.诊所设计平面图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8.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9.与其它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备注: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供应
等服务委托其他医疗机构时需提供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
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变更牙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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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诊所变更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2.原《诊所备案信息表》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拟增加牙椅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或医疗服务需求分析报
告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拟变更登记诊疗科目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
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6.诊所设计平面图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8.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变更诊所诊疗科目

1.诊所变更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2.原《诊所备案信息表》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拟变更登记诊疗科目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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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诊所设计平面图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6.拟变更登记诊疗科目医疗用房平面图或辅助设施情况
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8.与其它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备注: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供应
等服务委托其他医疗机构时需提供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
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变更主要负责人

1.诊所变更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2.原《诊所备案信息表》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A6762BEA1C71CF04B4175FDF603C61D1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A6762BEA1C71CF04B4175FDF603C61D1 6/7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
数:原件份数1份

5.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办理流程具体为：开始——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
场）——结束。

法定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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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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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执业备案_新办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诊所执业备案_新办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满足下述条件的个人或单位，可以开办诊所，并在诊所
营业前备案： （一）经医师执业技术考核合格，取得
《医师执业证书》及执业医师资格； （二）取得《医师
执业证书》或者医师职称后，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
临床工作；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办诊所的，诊所
主要负责人应当符合上述要求； （四）不属于以下任一
情况：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正在服刑或者不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
未满五年的医务人员；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已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办理条
件依据

1.[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修正） 第十
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
（一）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 （二）正在服刑
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三）发生二级
以上医疗事故未满五年的医务人员； （四）因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已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
（五）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有前款第
（二）、（三）、（四）、（五）项所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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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充任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第十
三条在城市设置诊所的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医师执业技术考核合格，取得《医师执业证
书》； （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医师职称后，
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 （三）省、自治
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医师执
业技术标准另行制定。 在乡镇和村设置诊所的个人的条
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 2.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附件1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2021年全国版） 第75项 取消对诊所执业的许可准入
管理，改为备案管理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十五条　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
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按照本条例
第十三条规定设置的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附件1 中央
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
版） 第75项 取消对诊所执业的许可准入管理，改为备
案管理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
知》（国卫医发〔2018〕19号）五、二级及以下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 除三级医院、三级
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
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举办其他
医疗机构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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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批准书》，仅在执业登记时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诊所备案信息表》
  备注:一式两份，申请人签字盖章  要求:原件,电子文
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2.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备注:依据下列情况提交相应材料：一、 申请人申请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提交如下登记材料： （一）属于
自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二）租赁
（借用）房屋的，提交租赁（借用）协议原 件或复印
件；属于转租（借）的，还应当提交产权人同意转租
（借）的文件； （三）租用军队房产的，提交租赁协
议原件或复印件和《军队房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
属的文件之一： 二、自有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
的，提交下列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件之一：（一）房屋竣
工验收备案证明、购房合同复印件； （二）街道、
乡、镇政府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产权归属证明；
（三）属开发区、科技园区的，由开发区、科技园区管
委会出具产权归属证明。 三、拟执业地点与营业执
照、房产证明或租赁协议、借用协议载明地址不一致
的，可由所在地派出所或居（村）委会出具地址座落一
致证明。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3.营利性诊所营业执照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4.诊所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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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设计平面图依据见《诊所基本标准》（医政发
〔2010〕75号），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查阅。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5.申办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备注:申请人为机构时提供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
数:复印件份数1份

6.拟任诊所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7.诊所规章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8.诊所设备、药房（柜）的药品种类及数量清单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9.与其它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委托协议
  备注: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医疗消毒供应
等服务委托其他医疗机构时需提供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
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10.授权委托书
  备注: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办理，不须提
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办理，则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
份

办理流
程

办理流程具体为：开始——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
场）——结束。

法定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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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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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执业备案_遗失补发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诊所执业备案_遗失补发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诊所备案信息表》遗失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
号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当及时申
明，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补发。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
当及时申明，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补发。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附件1 中央
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
版） 第75项 取消对诊所执业的许可准入管理，改为备
案管理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遗失补发申请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2.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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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
程

办理流程具体为：开始——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
场）——结束。

法定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2022/3/8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01EBD619BDD17788D4E1D2BF2DDBB28B

https://zwfw.fujian.gov.cn/print?serviceUnid=01EBD619BDD17788D4E1D2BF2DDBB28B 1/3

诊所执业备案_注销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诊所执业备案_注销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即办件

办理条
件

诊所歇业或因合并而终止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
号发布，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正） 第二十一条 医
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
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
机构非因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停业超过1年的，视为歇
业。 [规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
生部令第35号发布， 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令第12号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九条　因分立或者合并
而保留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因分立或者合并
而新设置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设置许可证和执业登记；
因合并而终止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注销登记。 3.[规范性
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附件1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
国版） 第75项 取消对诊所执业的许可准入管理，改为
备案管理

设立依
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
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
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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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医疗机构非因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停业超
过1年的，视为歇业。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附件1 中央
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
版） 第75项 取消对诊所执业的许可准入管理，改为备
案管理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诊所注销备案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2份

2.原《诊所备案信息表》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3.诊所印章
  要求:原件  ;份数:原件份数1份

4.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非必要是指由申请人本人提出申请
办理，不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代理提出申请
办理，则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
份数:原件份数1份

办理流
程

办理流程具体为：开始——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
场）——结束。

法定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即办

承诺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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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说明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
-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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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用人单位（煤矿除外）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
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可以办理。

办理条
件依据

1.[规章]《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2012年国家安
监总局令第48号） 第二条 用人单位（煤矿除外）工作
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
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
目，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2.[规范
性文件]《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 组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

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号）第十六条 国家建立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制度。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
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接受监督。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2012年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48号）第四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实行属地分级
管理的原则。 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及其所属用人单位的
职业病危害项目，向其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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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病危害项目，向其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申报。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1.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申报表
  备注:申请人登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
http://www.zybwhsb.com注册并填报职业病申报信息
后，待该系统自动生成职业病危害申报表。  要求:原件,
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2.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
  备注:申请人登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
http://www.zybwhsb.com注册并填报职业病申报信息
后，待该系统自动生成职业病危害申报表。  要求:原件,
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分布情况以及接触人
数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0份

办理流
程

申请人登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
http://www.zybwhsb.com注册并填报职业病申报信息
后，该系统自动生成职业病危害申报表。

法定时
限

受理后5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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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
http://www.zybwhsb.com，不须现场办理(咨询窗口:泉
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城区行政
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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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所备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
称

中医诊所备案

事项性
质

公共服务

事项类
型

承诺件

办理条
件

举办中医诊所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个人举办中医
诊所的，应当具有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
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三年，或者具有
《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
办中医诊所的，诊所主要负责人应当符合上述要求； 2.
符合《中医诊所基本标准》； 3.中医诊所名称符合《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4.符合环保、
消防的相关规定； 5.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6.《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
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中医诊所。

办理条
件依据

[规章]《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4号） 第五条 举办中
医诊所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个人举办中医诊
所的，应当具有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后
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三年，或者具有《中
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办中
医诊所的，诊所主要负责人应当符合上述要求； （二）
符合《中医诊所基本标准》； （三）中医诊所名称符合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符
合环保、消防的相关规定； （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不得申请设置
医疗机构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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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五十九号）第十四条第二款 举办中医诊所的，
将诊所的名称、地址、诊疗范围、人员配备情况等报所
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开展执业
活动。中医诊所应当将本诊所的诊疗范围、中医医师的
姓名及其执业范围在诊所的明显位置公示，不得超出备
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
门拟订，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布。

特殊环
节

无

申请材
料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办

1.《中医诊所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3份

2.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3.卫生技术人员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卫生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证件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5.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消防应急预案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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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设置单位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9.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10.申请设置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要求: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复印件份数1份
个人举办

1.《中医诊所备案信息表》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3份

2.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3.卫生技术人员身份证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4.卫生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证件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5.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6.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7.消防应急预案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

8.申请设置单位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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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原件,复印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数1份,，复
印件份数1份

9.授权委托书
  备注:授权委托书需附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原件核对。  要求:原件,电子文档  ;份数:原件份
数1份

办理流
程

办理流程具体为：开始——办结（窗口工作人员）（当
场）——结束。

法定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

受理后1个工作日

承诺时
限说明

无

受理单
位

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

收费标
准及依
据

无

联系电
话

0595-22138812

投诉电
话

0595-22138825

办公时
间和地
址

时间：正常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
-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打锡街157号3号楼二层鲤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17、18、19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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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
线

乘坐41路、29路公交车到打锡街站下车;乘坐7路、8路、
10路、K2路、K202路公交车到文化宫站下车

事项跑
趟次数

网上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0次 
窗口申请最多去窗口次数不超过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