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医疗机构及其人员执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共和国中

医药法》《护士管理条例》《河北省中医药条例》《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卫生部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违反医疗机构及其人员执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 日内立案；2 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

要延长办案时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

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 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 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

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
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

处罚程序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

据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

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法规和处方管理规章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
号）第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五、八十条；《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5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违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法规和处方管理规章行为的

处罚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 日内立案；2 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

要延长办案时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

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 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 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 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

向上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
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

处罚程序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

据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

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7191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血液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主席令第 93 号）第十八、二十条；《河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省九届人大 40 号公告）第二十五、二十六条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对违反血液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主席令第 33 号）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国务院令第 308 号）第四十条；《河北省母婴保健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违反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石家庄市卫生监督局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88 号）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12320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关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河北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河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关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用人单位（含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相关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号）《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7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用人单位（含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相关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石家庄市卫生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放射工作单位违反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放射工作单位违反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卫生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疗机构违反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 4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对医疗机构违反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产经营者及消毒服务机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 503 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生

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消毒管理办法》《河北省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产经营者及消毒服务机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公共场所违反公共场所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公共场所违反公共场所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托幼机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国家教委令第 10 号、卫生部令第 1号）《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学校、托幼机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 53 号）《河北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4

号)《石家庄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艾滋病防治条例相关规定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罚范围 依法开展对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艾滋病防治条例相关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受理立案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自受理之日 7日内立案；2个月内调查终结，3 个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延长办案时

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10 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省级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个月

二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 7天，查封扣押期限 30 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 30 日

三 直接送达的文书 7日内送达，公告送达时限 60 天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下达后 3日内，当事人有要求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力

二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应当在 15 日内履行

三
如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级行政部

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请诉讼。处罚结果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结果在卫计委官方网站公示

责任追究

一
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
对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

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五
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或药品群体不良事件

事项类型 行政强制

设定依据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81 号）

实施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制定方案
医政药政处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监督管理
医政药政处

工作人员

尾环节 行政处罚
卫生监督部

门工作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根据医疗机构承担职能情况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药政处（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4957191

监督电话 0311-84941829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非医师行医进行取缔

事项类型 行政强制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管理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强制范围 依法开展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非医师行医进行取缔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出示证件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现场笔录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下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二
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

依法要求赔偿

责任追究

一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改变行政强制对象、条件、方式，违反法

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二

对扩大查封、扣押范围，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在查封、扣押法

定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查封、扣押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三

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处理所得的款项，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予行政处分；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给付

办事指南

1.受理范围

自然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 2015 年 12

月 27 日修正）第二十七条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给予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奖励的措施中由其所在单位落

实的，有关单位应当执行。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

必要的帮助。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3 年 7 月 18 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6 年 3 月 29 日修正）第三十三条 根据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原

则，对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符合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和两女家庭，按照规

定继续发放奖励扶助金，有条件的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办法。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给付条件

奖励扶助对象应同时具备以下 4 个条件：1、本人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2、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1973 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3、

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4、年满 60 周岁

5.给付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二楼计划生育家庭关怀扶助中心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给付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41925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查封、扣押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消毒、涉水产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查封存在危害人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所

事项类型 行政强制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 50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强制范围
依法开展对查封、扣押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消毒、涉水产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查封存在

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所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监督局

审批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首环节 出示证件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现场笔录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下达查封扣押决定书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执行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救济渠道

一 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二
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

依法要求赔偿

责任追究

一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改变行政强制对象、条件、方式，违反法

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二

对扩大查封、扣押范围，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在查封、扣押法

定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查封、扣押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三

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处理所得的款项，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予行政处分；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的给付

1.受理范围

自然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 2015 年 12

月 27 日修正） 第二十七条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给予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奖励的措施中由其所在单位落

实的，有关单位应当执行。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

必要的帮助。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3 年 7 月 18 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6 年 3 月 29 日修正）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已领取《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其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给予扶

助。在经济补贴、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应急帮扶、亲情关爱等方面给予照顾。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人口与计划生育救助公益金。其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投入和社会捐助，主

要用于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不再收养子女的，退休或者丧失

劳动能力时的补助。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给付条件

特别扶助对象应同时具备以下 4 个条件：1、本人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2、

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1973 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3、

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4、年满 60 周岁

5.给付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二楼计划生育家庭关怀扶助中心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给付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41925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给付办事指南
1.受理范围

自然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 年 2 月 21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 15 号，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主席令第 17 号，根据 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预防、控制的需要，制定传染病预防接种规划并组织

实施。用于预防接种的疫苗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国

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实行免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儿童的监护人应当相

互配合，保证儿童及时接受预防接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给付条件

受种者在本县范围内所有经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接种单位接种了合格疫苗后

发生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依法需要一次性补偿的

5.给付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二楼公疾控科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

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给付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84953825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公共场所控烟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河北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五条、石家庄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第三条

实施机构 赵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30 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下发督查通报

结果样式 下发检查结果文件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3个工作日

第二环节 下发督查通报 20 个工作日

尾环节 办结 5个工作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赵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0311-84907233

监督电话 0311-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49 号）《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35 号）《河北省医疗机构管理实施办法》（省

政府令第 16 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 号）《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80 号）《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35 号）《强制戒毒办法》（国务院令第 170 号）《戒毒医疗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卫医政发〔2010〕

2号）《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27 号)《医疗机构预检分诊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41 号）《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卫生部

令第 19 号）《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卫生部令第 11 号）《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39 号）《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36 号）《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卫医政发〔2011〕11 号）《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

理办法》（卫医发〔2006〕73 号）《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办法》（卫办医政发〔2010〕194 号）《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卫医政发〔2009〕18 号）《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3 号)《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701 号令）《医

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国家卫健委 3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河北省中医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食堂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师执业行为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主席令第 5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 号）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卫生部令第 5号）《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卫生部令第 42 号）等

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医师执业行为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护士执业行为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 517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护士执业行为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献血工作、采供血及临床用血以及原料血浆采集供应及单采血浆站行为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主席令第 93 号）《血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44 号）《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库管理办法》（卫科教发〔1999〕第 247 号）《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2000

年省九届人大 16 次会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8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献血工作、采供血及临床用血以及原料血浆采集供应及单采

血浆站行为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疗美容服务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19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医疗美容服务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院前急救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院前急救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急救机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指导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院前急救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急救机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

指导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4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传染病、结核病、艾滋病、地方病防治以及预防接种、精神卫生、爱国卫生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艾滋病防治条例》《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疫

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精神卫生法》《河北省爱国卫生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传染病、结核病、艾滋病、地方病防治以及预防接种、精神

卫生、爱国卫生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指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第九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七条

实施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督检查

结果样式 检查结果意见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监督检查 2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

1个工作日

第二环节 被督查机构整改 被督查机构

负责人

30 个工作日

尾环节 复查 2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

1个工作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整改是否符合法规、国家标准要求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用人单位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7132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九条、第二十七条；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12〕25 号）第四条；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91 号）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

条实施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对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监督

结果样式 检查结果意见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监督检查 2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

1个工作日

第二环节 被督查机构整改 被督查机构

负责人

30 个工作日

尾环节 复查 2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

1个工作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整改是否符合法规、国家标准要求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用人单位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4153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活动及其放射工作人员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九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七条；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 46 号）第三条、第三十四条；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5 号）第三条、第三十三条

实施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结果名称 对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活动及其放射工作人员的监督

结果样式 检查结果意见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监督检查 2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

1个工作日

第二环节 被督查机构整改 被督查机构

负责人

30 个工作日

尾环节 复查 2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

1个工作日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整改是否符合法规、国家标准要求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用人单位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4153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国家教委令第 10 号、卫生部令第 1号）《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等相关法律

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及消毒服务机构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河北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消毒管理办法》《消毒产品

卫生监督工作规范》《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河北省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及消毒服务机构的监督行

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的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 53 号）《河北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 14 号)《石家庄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市政府令 175 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的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住宿、美容美发、洗浴、游泳等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80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住宿、美容美发、洗浴、游泳等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行政

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母婴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监督管理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主席令第 33 号）《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主席令第 63 号）《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母婴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监督管理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监督管理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80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检查范围 根据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监督管理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承办机构 赵县卫生监督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检查准备
确定执法人员、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制定方案、通知拟检查单位 工作人员

实施检查

出示证件、现场取证 工作人员

制作笔录、制作文书 工作人员

检查人员、被检单位

复核文书、作出签名
工作人员

结果处理
撰写报告、确定违法 工作人员

执行一般程序案件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一

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延

长 30 日

二 查封、扣押期间不包括监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

监督方式 纪检委问卷调查，稽查跟踪稽查

责任追究

一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

对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的，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3896

监督电话 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校验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149 号发布，2016 年 2 月 6 日国

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施行）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五条；《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试行)》
（卫医政发〔2009〕57 号）第四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 年 8 月 29 日

卫生部令第 35 号，卫医发[2006]432 号）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实施机构 赵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办结时限 3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30 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盖章

结果样式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1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其复印

件
1 1

年度工作总结 1

诊疗科目、床位（牙椅）等执业登记项

目以及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科室和大型

医用设备变更情况

1

校验期内接受卫生行政部门检查、指导

结果及整改情况
1

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民事赔偿（补偿）

情况（包括医疗事故）以及卫生技术人

员违法违规执业及其处理情况

1

特殊医疗技术项目开展情况 1

医疗机构执业人员清单 1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年度检查出具的消

防安全状况意见等材料。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上报校验材料
县（市、区）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对校验材料进行初

审

医政处工作

人员
1



第三环节 材料齐全准予受理
医政处工作

人员

第四环节
对材料进行审核、

签字并盖章

医政处工作

人员、委领导

尾环节

通知县级卫生健康

或行政审批部门办

理校验手续

医政处工作

人员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57191

监督电话 84941928



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接种单
位）的确认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事业法人、企业法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主席令第三十号 2019 年 6 月 29 日通过 2019 年 12

月 1 日施行）第四十四条 接种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具有经过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

师、护士或者乡村医生；（三）具有符合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的冷藏设施、设备和冷藏

保管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指定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区域

内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承担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并应当

报颁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接种单位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开展

预防接种工作应当遵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和接种方案。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34 号 ，2016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 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第八条：经县

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称接种单位），承担预

防接种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指定接种单位时，应当明确其责任区域。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一、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件；二、工作人员数量不少于 4 人，其中接种人员不少于

2 名；接种人员具有经过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执业医

师、执业助理医师、护士或者乡村医生；三、具有符合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的冷藏设施、

设备和冷藏保管制度。有专用冰箱 1 台以上（或冷冻、冷藏冰柜各 1 台），运转正常；至少

有一个冷藏包（冰瓶），配备至少 5 个冰排。四、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城镇医疗卫生机构，

应当设立预防接种门诊，有专用房屋面积不小于 40 平米（不含办公区），设置候种、宣教、

留观、预检登记、接种、办公区。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疾控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53825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中医诊所备案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团组织、企业法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九号）第十四条举办中医

举报中医诊所的将诊所的名称，地址等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中医药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开

展执业活动。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4 号）

第三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全国中医诊所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中医药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医诊所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中医诊所的备案工作

第四条 举办中医诊所的，报拟举办诊所所在地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开展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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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中医诊所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医诊所备案信息表》；

（二）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

（三）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名录、有效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件；

（四）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

（五）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

（六）消防应急预案。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办中医诊所的，还应当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质证明、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人身份证明。

第七条 备案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备案材料实质内容的真

实性负责。

第八条 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收到备案材料后，对材料齐全且符合备案要求的予以备

案，并当场发放《中医诊所备案证》；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备案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在收

到备案材料之日起五日内一次告知备案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国家逐步推进中医诊所管

理信息化，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网上申请备案。

第九条 中医诊所应当将《中医诊所备案证》、卫生技术人员信息在诊所的明显位置公

示。

第十条 中医诊所的人员、名称、地址等实际设置应当与《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

相一致。

中医诊所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技术等备案事项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

到原备案机关对变动事项进行备案。

第十一条 禁止伪造、出卖、转让、出借《中医诊所备案证》。

第十二条 中医诊所应当按照备案的诊疗科目、技术开展诊疗活动，加强对诊疗行为、



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的管理，并符合中医医疗技术相关性感染预防与控制等有关规定。

中医诊所发布医疗广告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虚假、夸大宣传。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一）个人举办中医诊所的，应当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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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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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二楼公卫管理站中医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44540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再生育涉及病残儿医学鉴定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自然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28 号修订）第十二条 因生育病

残儿要求再生育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申请医学鉴定，经县级人民政府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初审同意后，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

医学鉴定；当事人对医学鉴定有异议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申请再鉴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医学鉴定为终局鉴

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两个子女中一个有残疾或者第一胎系多胞胎均有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

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三楼妇幼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25537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医疗机构评审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自然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149 号发布，2016 年 2 月 6 日国

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施行)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

权： （一） 负责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登记和校验； （二） 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

进行检查指导； （三） 负责组织对医疗机构的评审； （四）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处

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 年 8 月 29 日卫生部令第 35 号，卫医发[2006]432

号）第七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疗机构评审制度，对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服务质量、技术水



平、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医疗机构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各

级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评审的具体实施。

第七十五条 医疗机构评审包括周期性评审、不定期重点检查。 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在

对医疗机构进行评审时，发现有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的情节，应当及时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医

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委员为医疗机构监督员的，可以直接行使监督权。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新建医院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满 3 年后方可申请首次评审。医院设置

级别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后执业满 3 年方可按照变更后级别申请首次评审。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卫生健康局一楼医政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57191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中医医院评审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自然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149 号发布，2016 年 2 月 6 日国

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施行)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

权： （一） 负责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登记和校验； （二） 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

进行检查指导； （三） 负责组织对医疗机构的评审； （四）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处

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 年 8 月 29 日卫生部令第 35 号，卫医发[2006]432

号）第七十三条 国家实行医疗机构评审制度，对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服务质量、技术水

平、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医疗机构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各

级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评审的具体实施。

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成立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负责中医、

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医疗机构的评审。

第七十五条 医疗机构评审包括周期性评审、不定期重点检查。 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在

对医疗机构进行评审时，发现有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的情节，应当及时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医

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委员为医疗机构监督员的，可以直接行使监督权。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新建医院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满 3 年后方可申请首次评审。医院设置

级别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后执业满 3 年方可按照变更后级别申请首次评审。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卫生健康局二楼中医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44540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卫生健康局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自然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3 年 7 月 18 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6 年 3 月 29 日修正) 第三十条 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育一

个子女的夫妻，不再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依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

生子女父母，持证享受以下奖励：(一) 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日起，到子女十

八周岁止，对独生子女父母由双方所在单位每月分别发给不低于十元的奖金; (二) 独生子女

父母，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时分别给予不低于三千元的一次性奖励;

是农村居民及城镇无业居民的，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适当补助。

3.实施机关

赵县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依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二楼计划生育关怀扶助中心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41925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对放射工作人员《放射工作人员证》的核发

事项类型 其他类

设定依据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承办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备注

申请 医疗机构申请 工作人员



医疗机构《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校验
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事业法人、企业法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05 年 9 月 14 日国务院令第 449 号，

2014 年 7 月 29 日予以修改）第八条：……使用放射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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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令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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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审核 卫生行政部门审核 工作人员

办结 发放《放射工作人员证》 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即办，依实际情况可适当延长

监督方式 投诉、举报

责任追究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科

学、合理的意见不予采纳的；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审查通过的；3.未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人

员合理意见的；4.对《放射工作人员证》核发工作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5.对《放射工作人员证》核

发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办理地点
赵县卫生健康局（石塔西路 208 号）

办理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咨询电话 84941536

监督电话 84941928



（1）具有经核准登记的医学影像科诊疗科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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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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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和固体废物的，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废液和固体废物达

标排放的处理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案。

（5）从事放射诊疗工作的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资格、放射防护知识和健康条件。

（6）具有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法制监督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41536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办事指南

1.服务对象

自然人

2.设定及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2001 年 12 月 29 日通过，2002 年 9 月 1 日施

行，2015 年 12 月 27 日修正）第二十七条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

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规定给予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奖励的措施中由其所在单位落实的，有关

单位应当执行。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



照规定获得扶助。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

老年人奖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扶助。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3 年 7 月 18 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6 年 3 月 29 日修正) 第三十条 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育一个

子女的夫妻，不再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依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

子女父母，持证享受以下奖励： (一)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日起，到子女十八

周岁止，对独生子女父母由双方所在单位每月分别发给不低于十元的奖金； (二)独生子女

父母，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时分别给予不低于三千元的一次性奖励；

是农村居民及城镇无业居民的，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适当补助。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其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给予扶助。在经济补贴、医疗保障、养老保障、

应急帮扶、亲情关爱等方面给予照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人口与计划生育救助公

益金。其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投入和社会捐助，主要用于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

父母不再生育或者不再收养子女的，退休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的补助。

3.实施机关

赵县卫生健康局

4.受理条件

双方或者一方户籍属于石家庄行政区域，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2016

年 1 月 1 日（不含）前），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

（一）独生子女未满十八周岁或者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但其母亲年龄未满四十九周岁，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办理《光荣证》。

1、符合法律规定生育一个子女的；

2、只有一个依法收养子女并不再生育的；

3、2016 年 1 月 1 日以前重组家庭的再婚夫妻，一方生育（或收养）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

育（或收养）子女，重组家庭后未再生育子女的。

（二）2016 年 1 月 1 日（不含）前依法领取了《光荣证》，但因保管不善造成《光荣证》

损毁、丢失的且子女数未发生变化,可以申请补办。



5.受理服务

受理地点：赵县石塔西路 208 号卫生健康局二楼家庭发展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秋冬春季（10 月 1 日～5 月 31 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3:30～17:30；夏季（6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6.咨询或监督投诉

咨询电话号码：0311-84941925

投诉电话号码：0311-84941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