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健康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拟保留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实施情况 行使层级

索要
单位

开具
单位

省

部

级

市

 

级

县

级

乡

级

及
其

他

1

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
、港澳台永久居民身份证

明、护照、企业营业执照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

原件及复印件等

卫生健康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在办理行政许
可、行政确认和行政给付过程中需要出示本人或代理人身份证明或法

人证书的。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及有关医

疗卫生机构

公安、出入境、

市场监管、民政

、编办等有关部

门

√ √ √ √

2
外国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

明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4号）第十条 

申请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册，必须提交下列文件：（三）外国行

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外国卫生行政部

门或者外国驻华

使领馆

√ √

3 外国医师的健康证明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4号）第十条 

申请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册，必须提交下列文件：（四）外国医

师的健康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海关、医疗机构 √ √

4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邀
请或聘用单位证明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4号）第十条 

申请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册，必须提交下列文件：（五）邀请或

聘用单位证明以及协议书或承担有关民事责任的声明书。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邀请或聘用单位
证明

√ √

5
合资、合作双方各自的银

行资信证明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卫生部、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令 第11号）第十条 设置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应先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三)合资

、合作双方各自的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

件)和银行资信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银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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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医师的行医执照

或者行医资格证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
第62号）第六条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五）港澳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前款

（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港澳地区公证机

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63号）第六

条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五)

台湾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 前款(四)、(五)、(六)、
(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

文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主管医师

注册部门、公证

机关；台湾地区

主管医师注册部

门、公证机关

√ √

7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医师医学专业最

高学历证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

第62号）第六条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四）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港澳地区公

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63号）第六

条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与
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前款(四)、(五)、(六)

、(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

中文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港澳医师毕业的

院校、香港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公

证机关；台湾医

师毕业的院校、

台湾地区公证机
关

√ √

8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医师近3个月内的

体检健康证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

第62号）第六条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六）近3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前款（四）、（五）、

（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港澳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

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63号）第六

条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六)

近3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

须经过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海关、医疗机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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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医师无刑事犯罪

记录的证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

第62号）第六条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七）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前款（四）、（五）、

（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港澳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

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63号）第六

条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七)

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

过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警务部门

、公证机关；台

湾地区警务部门

、公证机关

√ √

10
申请再注册医师的培训考

核合格证明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

第十二条 获得医师资格后二年内未注册者、中止医师执业活动二年以

上或者本办法第六条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消失的医师申请注册时，还

应当提交在省级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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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考核机构 √ √ √

11
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人员试

用期考核合格证明

《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卫生部令 4号）第十三条 申请参加医师

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到户籍所在地的考点办公

室报名,并提交下列材料：（四）试用机构出具的试用期满一年并考核

合格的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 门 、 考 点

（区）办公室

试用期机构 √ √ √

12
申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
执业助理医师执业时间及

考核合格证明

《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卫生部令 4号）第十三条 申请参加医师

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到户籍所在地的考点办公
室报名,并提交下列材料：（五）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的，还应当提交《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执业时间和考核合格证明。

考点（区）办
公室

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

√ √ √

13
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人

员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卫生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74号）
第十三条 申请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并提交以下材料:申

请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生的,应当持有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

明。

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所设

护士执业资格

考试考区考点

申请参加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的应

届毕业生所在学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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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置医疗机构资信证明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号）第十五条 条例第

十条规定提交的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申请设计单位或
者设置人的资信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银行 √ √ √

15
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
者使用证明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号）第二十五条 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
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二）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不动产登记部门 √ √ √

16

进口新食品原料的出口国

（地区）相关部门或者机

构出具的允许该产品在本
国（地区）生产或者销售

的证明材料、生产企业所

在国（地区）有关机构或

者组织出具的对生产企业

审查或者认证的证明材料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1号）第七

条 （一）出口国（地区）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允许该产品在本国

（地区）生产或者销售的支持性材料；（二）生产企业所在国（地

区）有关机构或者组织出具的对生产企业审查或者认证的支持性材料

。

国家卫生健康

委

出口国（地区）

相关部门或者机

构出具

√

17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

价报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80号）第二十三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公共场

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及其监督

执法机构、审

批机构

具有公共场所卫

生检验、检测、

评价等专业技术

能力的技术服务
机构

√ √

18

同意接收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证

明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第45号）第六条　申请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的单位（以下简称申请单位），在运输前应当向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原件一份，复印件三

份）：（三）接收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单位（以
下简称接收单位）同意接收的证明文件

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接收高致病性病

原 微 生 物 菌

（毒）种或样本

的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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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或样本的单位

合格实验室证明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第45号）第六条　申请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的单位（以下简称申请单位），在运输前应当向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原件一份，复印件三

份）：（四）本规定第七条第（二）、（三）项所要求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第七条　接收单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二）具备从事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资格的实验室。

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接收高致病性病

原 微 生 物 菌
（毒）种或样本

的单位

√ √

20
单采血浆站用房的房屋产

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8号）第十条 申请设置单采血

浆站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应当向单采血浆站设置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设置单采血浆站申请书》，并提交下列材料：

（四）单采血浆站用房的房屋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县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申请设置单采血

浆站的血液制品

生产单位

√

21
护士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

习证明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第七条　申请护士执
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的

临床实习证明。

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临床实习医院 √

22

申请再注册护士的3个月临

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证

明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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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材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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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本办法第七

条的规定提交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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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医疗机构或者行

业学会
√

23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认可所需工作场所产权

证明或者租赁合同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50号）第十七条 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应

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四）工作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不动产登记机构

或申请单位
√ √

2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认可所需专职技术人员
、专职技术负责人、质量

控制负责人技术职称证书

、工作经历证明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50号）第十七条 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应
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五）专职技术人员、专职技术负责人、质

量控制负责人的名单及其培训合格证书、技术职称证书、工作经历证

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职称证书由负责
职称评审单位发

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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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认可所需的在申请业务
范围内能够证明具有相应

业务能力的文件、资料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50号）第十七条 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应

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八）在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业务范围

内，能够证明具有相应业务能力的文件、资料；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条件评

审项目标准及认可工作程序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8号）附
件5《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可工作程序》附录2《申报材

料基本要求》9．证明具有相应业务能力的文件、资料。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丙级资质

认可条件及技术评审项目和标准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3〕112

号）附件1《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丙级资质认可条件》一、机构条件

（四）取得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省级及以上人民
政府计量行政部

门

√ √

26
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出师考

核所提供材料

《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卫生部令
第52号）第十四条 申请出师考核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五）指导老

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或者

核准其执业的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出具的从事中医、民族

医临床工作15年以上证明。

省级中医药管

理部门

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中医药管理

部门

√

27
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确

有专长考核证明材料

《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卫生部令

第52号）第二十二条 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

申请人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其从事传统医学临床实践

年限的材料；（五）两名以上执业医师出具的证明其掌握独具特色、

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技术的材料。

设区的市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

门、中医药管

理部门

县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推荐医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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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证明材料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5号）第十条 申请参加中医医术

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五）以师承方

式学习中医的，还应当提供跟师学习合同，学习笔记、临床实践记录

等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五年的证明材料，以及指导老师出具的跟师学

习情况书面评价意见、出师结论；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还应当提

供医术渊源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地县级以上中医

药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
五年证明，或者至少十名患者的推荐证明。

县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

县级以上中医药

主管部门或者所

在居委会、村委

会、患者

√

29

申请医师执业注册所需的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聘

用证明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13号）第十二条 申请医师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三)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聘用证明。

《具有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认定医师资格及执业注册办法

》（卫医发〔1999〕319号）第六条 申请医师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三)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聘用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

√ √ √

30
申请执业注册护士的医疗

机构拟聘用证明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第七条申请护士执业

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六）医疗卫生机构拟聘用的相关材料。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医疗卫生机构 √ √ √

31
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的

任职资格证书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令第8号修改）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在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前，应当提

交下列资料，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放射诊疗许可申请:(三)放射

诊疗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省、市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 √ √

32

放射诊疗机构本周期放射

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

场所的检测报告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令第8号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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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原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颁发《

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资质证书》或

卫生健康部门颁

发《放射卫生技

术服务资质证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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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人学历

证书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9 号）第

七条第（三）项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人

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省级以上教育部

门
√ √ √

34

申请中医诊所备案所需的

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

证书及卫生技术人员执业

资格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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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中医诊所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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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省、市、县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
√

35

申请执业登记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资格证书、执业证
书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号）第二十五条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需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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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

证书复印件。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卫生健康等发证

部门
√ √ √

36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邀

请或聘用单位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复印件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4号）第四

条：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必须有在华医疗机构作为邀请或聘用单

位。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 √

37 资产评估报告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号）第二十五条：申

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须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验资证明、

资产评估报告。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具有法定资格的

验资机构
√ √ √

38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参

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习

合格证明

《关于香港、澳门永久居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规定》《关于落
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医疗及牙医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333号）三、取得内地医学(西医)、中医、口腔(牙医)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的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拟在内地医疗机构实习的，

可直接向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提出申请，……实习期满并考核合格

后，由实习医疗机构出具《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

考试实习合格证明》。四、取得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中医专业本科学历的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拟在内地中医
医疗机构实习的，……实习期满1年并考核合格后，由实习医疗机构出

具《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习合

格证明》。

考点（区）办

公室

内地符合规定的

实习医疗机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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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参

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相关

证明材料

《关于香港、澳门永久居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规定》《关于落

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医疗及牙医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333号）六、符合下列情况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请参加内地
医师资格考试，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师资

格考试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到香港医务委

员会秘书处(临床类别)、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口腔类别)和香

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秘书处(中医类别)报名，填写《香港特别行政区

永久性居民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申请审核表》(表4)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申请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

师资格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七、符合下列情况的澳

门永久性居民申请参加内地医师资格考试，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和《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公告规

定的期限内，到澳门卫生局报名，填写《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申请审核表》(表5)和《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永久性居民申请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

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考点（区）办

公室

香港医务委员会

秘书处(临床类

别)、香港牙医

管理委员会秘书

处(口腔类别)和

香港中医药管理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中医类别)

√ √

40
设置港澳独资医院银行资
信证明

《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卫医政发〔2010〕109号）第十一条 申请设置港澳独资医
院……提交以下材料：（五）法人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银行资信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银行 √

41

来内地短期执业港澳药剂

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

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

执照或者执业资格证明

《卫生部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地短

期执业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卫医政发〔2010〕106号）第八条 港

澳药剂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内地短期执业

……提交以下材料：(四)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执照或者执业资格证

明；上款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材料，必

须经过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
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医师执业

注册机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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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来内地短期执业港澳药剂

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

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的近6个

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

《卫生部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地短

期执业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卫医政发〔2010〕106号）第八条 港

澳药剂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内地短期执业

……提交以下材料：(五)近6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上款第(四)项、

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材料，必须经过香港或澳门特

别行政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海关、医疗机构 √ √

43

来内地短期执业港澳药剂

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
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无刑事

犯罪记录的证明

《卫生部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地短

期执业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卫医政发〔2010〕106号）第八条 港

澳药剂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内地短期执业
……提交以下材料：(六)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上款第(四)项、第

(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材料，必须经过香港或澳门特别

行政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警务部门

、公证机构

√ √

44

来内地短期执业港澳药剂

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

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港澳

执业范围和执业规则说明

《卫生部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地短

期执业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卫医政发〔2010〕106号）第八条 港

澳药剂师、港澳护士和其他港澳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来内地短期执业

……提交以下材料：(九)该类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港澳执业范围和执

业规则说明；上款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

材料，必须经过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

当为中文文本。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医疗专业

技术人员执业注

册机关、公证机

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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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医师与拟申请医
师资格类别相应的香港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专科医师

执照或者专科医师资格证

明

《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

法>的通知》（卫医政发〔2009〕33号）第四条 申请医师资格认定，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六）与拟申请医师资格类别相应的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专科医师执照或者专科医师资格证明；前款（三）至

（九）项的内容必须经过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

上材料应当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文。

《关于印发<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医政发〔2009〕32号）第四条 申请医师资格认定，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六）与拟申请医师资格类别相应的台湾地区专科医师执照或

者专科医师资格证明；前款（三）至（九）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台湾地

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

文。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医师执业
注册机关、公证

机关；台湾地区

医师资格管理机

关、公证机关

√

46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医师在香港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相关医疗机构的在职证明

或者执业登记证明

《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

法>的通知》（卫医政发〔2009〕33号）第四条 申请医师资格认定，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七）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医疗机构的在

职证明或者执业登记证明；前款（三）至（九）项的内容必须经过香

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简体或繁体中

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文。

《关于印发<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医政发〔2009〕32号）第四条 申请医师资格认定，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七）台湾地区相关医疗机构的在职证明或者执业登记证明；

前款（三）至（九）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

上材料应当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文。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医师执业

注册机关、公证
机关；台湾地区

医师资格管理机

关、公证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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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医师执业期内无

不良行为记录的证明

《关于印发<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得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

法>的通知》（卫医政发〔2009〕33号）第四条 申请医师资格认定，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八）执业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证明；前款

（三）至（九）项的内容必须经过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机关的
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简体或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文。

《关于印发<台湾地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医政发〔2009〕32号）第四条 申请医师资格认定，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八）执业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证明；前款（三）至（九）

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以上材料应当为简体或

繁体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译文。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医师执业

注册机关、公证
机关；台湾地区

医师资格管理机

关、公证机关

√

48

申请变更执业范围医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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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卫医发〔2001〕169）

号第七条  申请变更执业范围，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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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毕业学校或培训

机构
√ √ √

49
申请变更执业范围医师聘
用单位同意变更执业范围

的证明

《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卫医发〔2001〕
169号）第七条  申请变更执业范围，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五）聘用

单位同意变更执业范围的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申请人所在单位 √ √ √

50 亲子鉴定证明

《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

2013〕52号）二、首次签发要求 8.对于新生儿母亲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与住院分娩登记的产妇姓名等相关信息不一致的，领证人应当提供户

口登记机关的相关证明，必要时应当提供法定鉴定机构有关亲子鉴定

的证明。《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知》（卫妇
社发〔2013〕96号）（二）换发是指原签发机构为因当事人或签发机

构责任导致原《出生医学证明》无效，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新生儿

更换《出生医学证明》。1.由户口登记机关提供相关证明不能进行出

生登记而需变更新生儿姓名的；2.当事人提供法定鉴定机构有关亲子

鉴定的证明，要求变更父亲或母亲信息的。

出生医学证明
签发或换发机

构

亲子鉴定机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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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病愈返校证明（复学诊断

证明）

《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卫监督发〔2012〕62号） 第十二条 传
染病防控工作的卫生监督方法：（三）查阅学生晨检记录、因病缺勤

登记、病愈返校证明、疑似传染病病例及病因排查登记、学生健康体

检和教师常规体检记录、新生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及补种记录、校内

公共活动区域及物品定期清洗消毒记录等资料。

《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国卫办疾控发〔2017〕22

号）（四）休复学管理2.患者经过规范治疗，病情好转,根据下列条件

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生可开具复学诊断证明，建议复学，并注明
后续治疗管理措施和要求。学校凭复学诊断证明为学生办理复学手续

并督促学生落实后续治疗管理措施。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及其监督

执法机构、学

校

医疗卫生机构 Ö Ö Ö

52
供、管水人员健康合格证

明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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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卫监督发〔2012〕62号） 第十三条 生

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内容：（四）供、管水人员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和“卫生培训合格证明”情况；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卫法监发〔2001〕161号）

第三十七条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取

得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卫法监发〔2001〕

161号）第四十三条 直接从事水质处理器（材料）生产的人员（包括

临时工），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取得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后

方可从事涉水产品生产。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及其监督

执法机构

提供体检服务的

医疗卫生机构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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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
品检验报告或卫生安全合

格证明

《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行政许可规定》（国卫办监督发〔

2018〕25号）附件1《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申报材料要求》 
第四条 首次申请卫生行政许可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三）产品检

验报告；第五条 申请延续卫生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提交以下材

料：（四）近一年内对产品进行检验后出具的卫生安全性检验报告。

其中，大型水质处理器提交总体性能检验报告；消毒剂和消毒设备提

交卫生安全性检验、总体性能检验、消毒效果检验、有效成份含量及

稳定性试验报告。第八条 国产产品申请变更实际生产企业或生产地

的，以及进口产品申请变更实际生产企业或生产地的，应当提交以下

材料：（四）新生产场地产品的卫生安全性检验报告。其中，大型水
质处理器提交总体性能检验报告；消毒剂和消毒设备提交卫生安全性

检验、总体性能检验、消毒效果检验、有效成份含量及稳定性试验报

告。第十二条 产品生产有关材料应当包括以下材料：（四）申请无负

压供水设备、饮水机、水质处理器卫生许可，产品中与水接触的主要

材料属其他企业生产的，应当提交该材料卫生安全性文件。

《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国卫办监督发

〔2014〕14号）附件2 《新涉水产品申报受理规定》第四条 申请新涉
水产品应提交下列材料：（二）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生产能力审

核意见；第六条 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生产能力审核意见应当按下

列顺序提交：（七）产品中与水接触的主要材料及可能对人体有危害

材料的卫生安全合格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或审批机

构

检验报告可由申

请人自行检测提
供，也可以由申

请人委托有关机

构检测提供。

√

54

进口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生产国（地区）允

许生产销售的证明

《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行政许可规定》（国卫办监督发〔

2018〕25号）附件1《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申报材料要求》第

十二条 产品生产有关材料应当包括以下材料：进口产品还应当提交以

下材料：（二）生产国（地区）允许生产销售的文件。

《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国卫办监督发

〔2014〕14号）附件2 《新涉水产品申报受理规定》第四条 申请新涉
水产品应提交下列材料：（六）产品生产国（地区）允许在当地生产

销售的证明文件（进口新涉水产品）。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或审批机

构

产品生产国或原

产国（地区）政

府主管部门、行

业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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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进口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在华责任单位授权

书

《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行政许可规定》（国卫办监督发〔

2018〕25号）附件1《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申报材料要求》第

十二条 产品生产有关材料应当包括以下材料：进口产品还应当提交以

下材料：（三）在华责任单位授权书。

《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国卫办监督发

〔2014〕14号）附件2 《新涉水产品申报受理规定》第四条 申请新涉

水产品应提交下列材料：（七）在华责任单位授权书（进口新涉水产
品）。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或审批机

构

境外或境内的公

证机关、境外的

政府机构、境外

驻华使（领）馆

、 我 国 驻 外 使

（领）馆

√

56
进口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报关单

《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行政许可规定》（国卫办监督发〔
2018〕25号）附件1 第十二条 产品生产有关材料应当包括以下材料：

进口产品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四）产品进口报关单。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或审批机

构

海关 √

57
消毒产品生产所用物料证

明材料

《卫生部关于印发消毒产品企业卫生规范（2009版）的通知》（卫监

督发〔2009〕53号）第二十九条 生产所用物料应能满足产品质量要

求，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要求，并能提供相应的

检验报告或产品质量证明材料。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消毒产品生产单

位
√ √ √

58

申请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

产场地使用证明（房屋产

权证明或租赁协议）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卫监督发〔2009〕110号）第五

条 申请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

应向生产产所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生产场地使用证明（房

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

所在地省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

门

住房建设部门或

个人
√

59
申请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
产环境和生产用水检测报

告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卫监督发〔2009〕110号）第五

条 申请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
应向生产产所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生产环境和生产用水检测报告

。

所在地省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

门

检测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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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消毒产品检验报告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国卫监督发〔2014〕36号）第五条 

卫生安全评价内容包括……检验报告（含结论）…….、进口产品生产

国（地区）允许生产销售的批文情况。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检测机构 √ √ √

61
进口产品生产国（地区）

允许生产销售的批文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国卫监督发〔2014〕36号）第五条 

卫生安全评价内容包括……检验报告（含结论）…….、进口产品生产

国（地区）允许生产销售的批文情况。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进口产品生产国

（地区）政府或

部门

√ √ √

62 独生子女死亡证明

《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国人口〔2007〕

78号）二、（三）扶助对象确认。独生子女死亡的，需提供乡级以上

医疗机构或公安机关或户口所在地村（居）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独

生子女残疾的，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等级为三级以

上。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具体确认条件

的通知》（国人口发〔2008〕60号）三、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
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现无存活子女的，需提供

公安部门、人民法院、乡级以上医疗机构或户口所在地村（居）委会

出具的子女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证明材料。  

县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公安部门、人民

法院、乡级以上

医疗机构或户口

所在地村（居）

委会

√

63

独生子女的三级以上（包

括三级）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具体确认条件

的通知》（国人口发〔2008〕60号）   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

（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的，需提供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一制发的等

级为三级以上（包括三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国人口〔2007〕

78号）（三）扶助对象确认。独生子女死亡的，需提供乡级以上医疗

机构或公安机关或户口所在地村（居）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独生子
女残疾的，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等级为三级以上。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残联 √

64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采用

法定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的检定合格证明

《卫生部关于印发<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设置管理规范>（试行）的通

知》（卫医发 〔2001〕10号）三、建筑和设施（六）采用国家规定的

法定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必须有法定计量部门的检定合格证明。

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

计量器具检定部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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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开具麻醉药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所需的二级以上医

院开具的诊断证明

《卫生部关于印发<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的通知》（卫
医发〔2005〕436号） 六、麻醉药品非注射剂型和第一类精神药品需

要带出医疗机构外使用时，具有处方权的医师在患者或者其代办人出

示下列材料后方可开具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一)二级以

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 

《癌症病人申领麻醉药品专用卡的规定》（卫药发〔1994〕第8号）三

、申领专用卡者，凭县医院以上（含县）医疗单位的诊断，……到所

属住地县级以上（含县）的卫生行政部门或经指定的医院办理申领专
用卡的手续。四、异地诊治的癌症病人，凭县医院以上（含县）医疗

单位诊断证明、……到县级以上（含县）的卫生行政部门或经指定的

医院办理申领专用卡的手续。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　

66
农村贫困住院患者情况证

明

《农村贫困住院患者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工作方案》（国卫办

医函〔2017〕186号）三、工作流程（一）入院手续 在县域内定点医

疗机构，符合医保（新农合）规定疾病住院条件的参保（参合）患

者，持医保卡（新农合医疗证）、有效身份证件和扶贫部门出具的贫

困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特困等相关证明（证件）办理入院手

续，并签订“先诊疗，后付费”协议后，无需交纳住院押金，直接住

院治疗。医院只收存医保卡（新农合医疗证）和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鼓励通过推进信息联网，实现贫困患者身份精准识别，减少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的要求，方便群众。

定点医疗机构
扶贫部门或民政

部门

67

复制病历资料需提供的患

者死亡证明、死亡患者与

法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

明材料

《关于印发<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的通知》（国卫医

发〔2013〕31号）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指定部门或者专（兼）职

人员负责受理复制病历资料的申请。受理申请时，应当要求申请人提

供证明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形式进行审核。（三）申请人为死亡患

者法定继承人的，应当提供患者死亡证明、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死亡患者与法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

提供病历复印

的医疗机构

死亡医学证明由

医疗卫生机构或

公安机关开具，

关系证明为有效

身份证件、结婚

证、户口本、出

生医学证明等所
载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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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调取病历的法定证明

《关于印发<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的通知》（国卫医

发〔2013〕31号） 第二十条　公安、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保险

以及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门，因办理案件、依法实施专业技术

鉴定、医疗保险审核或仲裁、商业保险审核等需要，提出审核、查阅

或者复制病历资料要求的,经办人员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后，医疗机构可

以根据需要提供患者部分或全部病历:（一）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保险或者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出具的调取病历的法定证明。

提供病历复印

的医疗机构
调取病历的机构

69

有关部门审核、查阅或者

复制病历资料的经办人本

人有效工作证明

《关于印发<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的通知》（国卫医

发〔2013〕31号） 第二十条　公安、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保险

以及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门，因办理案件、依法实施专业技术

鉴定、医疗保险审核或仲裁、商业保险审核等需要，提出审核、查阅

或者复制病历资料要求的,经办人员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后，医疗机构可

以根据需要提供患者部分或全部病历:    （三）经办人本人有效工作

证明（需与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保险或者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部门一致）。

提供病历复印

的医疗机构
公安部门

70
中医、民族医有效行医资

格证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关于妥善解决中医、民族医师资格认定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中医药发〔2007〕43号）：二、申请中医、

民族医医师资格认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1989年12月

31日前取得县级以上卫生、中医药行政部门批准的有效行医资格证明

。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中医药

管理部门

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中医药管理

部门

√

71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执业备

案提交材料

《关于盲人医疗按摩人员执业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中医药医政

发〔2014〕2号）：一、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在医疗机构执业前，应由医

疗机构统一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二甲等级以上医院（含二甲等

级医院）的体检证明原件、医疗机构聘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复印件到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中医药管理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

、中医药管理

部门

二甲等级以上医

院（含二甲等级

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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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

方人民政府安置证明

（2011年1月1日前已经转

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

人民政府安置，尚未办理

换领《医师资格证书》变

更手续的医师）

《关于换发军队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的通知》（卫医疗〔2010〕
169号）五、其他事项  3.自2011年1月1日前，已经转业、复员或退休

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尚未办理换领《医师资格证书》变更

手续的，仍按照《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

安置的医师换领地方〈医师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

发〔2003〕130号）执行。

《关于做好军队转业、复员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的医师换领

地方〈医师资格证书〉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发〔2003〕
130号）三、申请换领《医师资格证书》时，应提交下列材料：（四）

转业、复原或退休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安置证明。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退役军人优抚安

置部门
√ √ √

73

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

内地或台湾服务提供者在

大陆设立独资医院所需的

国际先进医院管理经验、

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或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医学技术

的证明

《香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管理暂行办法》（卫医
政发〔2010〕109号）第十一条 申请设置港澳独资医院，应当先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七）香

港和澳门服务提供者能够提供国际先进医院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和服

务模式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医学技术的证明材料。

《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大陆设立独资医院管理暂行办法》（卫医政发〔

2010〕110号）第十一条 申请设置台资独资医院，应当先向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七）台湾服务
提供者能够提供国际先进医院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或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医学技术的证明材料。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相应国际证明材

料发放机构
√

74

施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涉外婚姻夫妇及外籍人员
婚姻证明

《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

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卫科教发﹝2003﹞176号） 附件1《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二)管理 2.机构必须预先认真查验不育夫妇的
身份证、结婚证和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生育证

明原件，并保留其复印件备案；涉外婚姻夫妇及外籍人员应出示护照

及婚姻证明并保留其复印件备案。

具备开展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
资质的医疗保

健机构

民政部门

、

国外婚姻管理部
门

75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审定所需专业技术人员

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培
训考核证明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12〕25号）第十

二条 申请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以下

材料：（六）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培训考核证明（复
印件）。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职称证书由负责

职称评审单位发

放。培训合格证

书由培训组织单
位发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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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审定所需工作场所使用

证明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12〕25号）第十

二条 申请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以下

材料：（八）工作场所使用证明（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或租赁合同复

印件）。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不动产登记机构

或申请单位
√

77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审定所需计量认证合格

证书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12〕25号）第十

二条 申请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以下

材料：（九）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复印件）。

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省级及以上人民

政府计量行政部

门

√

78
儿童入园（所）、转园

（所）健康证明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卫生部、教育部令 第76号）第

十八条 儿童入托幼机构前应当经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合格后

方可进入托幼机构。托幼机构发现在园（所）的儿童 患疑似传染病时
应当及时通知其监护人离园（所）诊治。患传染病的患儿治愈后，凭

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方可入园（所）。儿童离开托幼机构3个

月以上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后方可再次入托幼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规定的体检项目开展健康检查，不得违反规定擅自改变。

幼儿园、托儿

所
医疗卫生机构 √ √ √

79 死亡医学证明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

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规划发〔2013〕57号）人口死

亡医学证明是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说明居民死亡及其原因的医学证

明。

公安部门、民

政部门
医疗卫生机构

80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

合格证》《食品从业人员

健康证》

《卫生部关于印发<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的通知》（卫妇
社发〔2012〕36号）第三部分 第二条（六）1.托幼机构工作人员上岗

前应当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并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2.炊事人员上岗前须取得

《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

托幼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 √ √ √

第 20 页

职业健康司,技术服务管理处,彭广胜
职业健康司,技术服务管理处,彭广胜:




81
落实计划生育奖励待遇所
需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加强泛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

理区域联动协作的指导意见》                  （国人口发〔2010

〕36号）三、（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区域内跨省流动

人口夫妻，自愿终生只生一个子女的，双方户籍地在同一省市的，由
户籍地省市人口计生部门向其颁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落实

相关的计划生育奖励待遇。两地婚姻夫妻自愿终生只生一个子女的，

分别由各自户籍地人口计生部门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由

各自户籍地落实相关的计划生育奖励待遇。

夫妻一方户籍

所在地乡镇政
府或者街道办

事处

卫生健康部门 √

82

疾病应急救助无法查明患

者身份或患者无支付能力
的证明材料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疾病应急救助工作指导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15号）第八条  医疗机构申请疾

病应急救助基金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一）无法查明患者身份的证

明材料或患者无支付能力的证明材料。

疾病应急救助

基金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民政

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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