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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2022年南京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 

抽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江北新区卫生健康和民政局，市疾控中心、

卫生监督所：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和省、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

求，结合 2022 年度全市卫生健康重点工作安排，根据江苏省卫

生健康委《关于印发 2022 年江苏省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实施

方案的通知》（苏卫监督〔2022〕3 号）要求，我委组织制定了

《2022 年南京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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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南京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 

抽查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公共卫生、职业卫生、医疗卫生等监督

执法工作，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根据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关于印发 2022年江苏省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的通

知》（苏卫监督〔2022〕3 号）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健全“双随机、一公开”基本监管手段，建立以信用监管为

基础、重点监管为补充的新型监管机制，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

比例和频次，充分科学利用现有执法资源，避免多头执法、重

复检查，提高监督执法效能。 

二、工作任务 

（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校、公共场所、供水单位、

涉水产品生产企业、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职业用人单

位、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放射诊疗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职业病诊断机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医疗机构、采

供血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机构等场所开展监督检查和抽检。 

（二）对投诉举报多、群众反映强烈、卫生健康安全隐患

大、有失信行为和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的单位，增加抽查频次，

加大查处力度，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并依法向社会公

开监管信息。 

（三）对 2021 年南京市随机监督抽查被行政处罚的单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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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检查。 

三、随机监督抽查任务的抽取和下达 

省卫生监督所制订随机抽取规则、方式，结合医疗卫生信

用体系建设差异化监管要求，统一抽取全省检查对象名单，匹

配检查人员，并通过省卫生监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下达任务清

单。各区及市卫生监督所原则上不得擅自删除执法检查对象底

档信息，如因重卡、录入错误等确需删除的，须在系统填写删

除原因，对应随机抽查任务设置为完结，市卫生监督所不定期

对删除情况进行抽查。 

抽查任务中涉及到的检测任务，原则上应当由疾控机构承

担，疾控机构应在一个月内完成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不具备

相应检测能力的，可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 

行使乡镇（街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区，要按照卫生

健康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关监管职责，完成好辖区内随

机监督抽查工作。 

本年度内如有国家卫生健康委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下达，将

视情另行补充通知。 

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按《江苏省 2022 年度部门联合

监管计划》（苏双随机联席办〔2022〕2 号）执行。其中与本方

案重叠的检查事项与内容，应做好任务整合，一并组织开展。 

抽查计划详见附件 1—13。 

四、工作要求 

（一）完善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各区及市卫生监督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国家卫生健康监督

信息报告系统及时更新执法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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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库，如合并底档信息、清理过期未关闭的底档信息、补充完

善各专业被监督单位建档工作、补充录入检查对象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更新执法检查人员信息等。市、区卫生监督机构参

与一线监督执法的卫生监督员原则上不低于本机构人员总数的

70%。 

（二）认真组织开展随机监督抽查工作 

各区及市卫生监督所要根据本方案要求，结合实际，坚持

问题导向，认真组织实施。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检查

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通过手持执法终端、全过程执法记录设

备等，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增强执法公正性；充分运用在线监

测等非现场新型技术手段进行精准监管。二是市卫生监督所要

强化对各区卫生监督机构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开展对关闭单位

的再巡查工作，确保随机监督抽查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强化随

机监督抽查结果运用，纳入日常管理措施中，与信用评价、评

审、绩效评价等工作相衔接。 

各区、市卫生监督所要做好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与日常监督

工作的衔接，将随机监督抽查作为日常监督工作的一部分进行

统筹安排。对同一检查对象，要在兼顾各专业需求的基础上争

取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避免对检查单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三）严厉查处违法行为 

抽查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坚决立案查

处，维护随机监督抽查的严肃性。对监督检查中发现属于其他

部门职责的突出问题，要及时通报情况并移交线索，促进协同

监管；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重大案件信息要及时向

市卫生健康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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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及时公开和上报抽查结果 

各区、市卫生监督所应当在抽查任务完成后按照“谁检查、

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结果信息通过当地官方网站依

法向社会公开。抽查结果信息包括：抽查未发现问题、发现问

题已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无法联系（检查时单位已关闭等情

形）等 4 类。未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和无法联系的

信息应当在抽查任务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行

政处罚信息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

开。 

要切实加强对上报数据信息的审核，按照抽查工作计划表

要求，通过省卫生监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电脑端或移动执法手

持端“双随机管理”模块填报数据信息，保证数据信息项目齐全、

质量可靠。目前尚不能通过监督信息报告卡上报的数据信息（附

件 14—16），需以填报汇总表方式上报。所有任务完成情况以系

统填报数据为准，不需另外报送纸质报表。请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全部检查任务和数据填报工作。 

市卫生监督所负责对各区随机监督抽查上报的数据信息进

行收集、汇总，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前向市卫生健康委提交全

年情况报告。 

市卫生健康委将适时对各区随机监督抽查工作情况进行调

研，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 

联系人： 

市卫生健康委  褚尤彪  025-68787903 

市卫生监督所  陈  晨  025-83766520（综合） 

戴心声  025-83766536（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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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清源  025-83766553（公共场所） 

李学庆  025-83766550（生活饮用水） 

刘  涛  025-83766550（涉水产品） 

张杰青  025-83766533（餐消） 

王昊鹏  025-83766523（放射） 

王昊鹏  025-83766523（职业健康） 

王舒悦  025-83766531（传染病防治） 

王舒悦  025-83766531（消毒产品） 

王雨啸  025-83766597（医疗） 

王雨啸  025-83766597（血液安全） 

薛瑞寰  025-83766530（母婴保健） 

 

附件：1.2022 年学校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2.2022 年公共场所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3.2022 年生活饮用水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4.2022 年涉水产品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5.2022 年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省级随机监督抽

查计划表 

6.2022 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7.2022 年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

划表 

8.2022 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及

放射技术服务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9.2022 年传染病防治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10.2022 年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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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2 年医疗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12.2022 年采供血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13.2022 年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

划表 

14.2022 年小型集中式供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实施情况

汇总表 

15.2022 年小型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省级随机监

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16.2022 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省级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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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学校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
对象 

抽查比例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检查层级 

中小学校
及高校 

辖区学校总数的 10%，共
621 家，其中省本级 4 家、
南京 69 家、无锡 51 家、
徐州 72 家、常州 34 家、
苏州 76 家、南通 55 家、
连云港 36 家、淮安 41 家、
盐城 55 家、扬州 37 家、
镇江 23 家、泰州 36 家、
宿迁 32 家。 

1.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情况，包括教室课
桌椅配备(a)、教室采光和照明(b)、教室人均面积、教室
和宿舍通风设施、教学楼厕所及洗手设施设置等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包括专人负
责疫情报告、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

(c)、晨检记录和因
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复课证明查验、新生入
学接种证查验登记、每年按规定实施学生健康体检等
情况。学校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d)；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包括使用自建设施集
中式供水的学校落实水源卫生防护、配备使用水质消
毒设施设备情况和使用二次供水的学校防止蓄水池周
围污染和按规定开展蓄水池清洗消毒情况。 

教室采光（窗地面积
比）、照明（课桌面照
度及均匀度、黑板照
度及均匀度）和教室
人均面积 

省市县级 

a.指每间教室至少设有 2 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且每人一席。 

b.教室采光和照明检查项目含窗地面积比、采光方向、防眩光措施、装设人工照明、黑板局部照明灯设置、课桌面照度及均匀度、黑板照度及均匀

度，按照《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的规定进行达标判定。 

c.指《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28932）第 4.8 条规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和相关制度。 

d.落实属地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要求即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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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公共场所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范围和比例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检查
层级 

游泳场所 
辖区内全部人工游泳场所（含学
校内游泳场所）(a)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
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 

10.生活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1.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b)
 

—— 
市县
级 

住宿场所 辖区内 18%的住宿场所(a)
 

沐浴场所 辖区内 12%的沐浴场所(a)
 

美容美发场所 辖区内 7%的美容美发场所(a)
 

其他公共场所 

辖区内全部候车（机、船）室。 

辖区内营业面积 2000m
2 以上商

场（超市）10 户，影剧院 10 户，
游艺厅、歌舞厅、音乐厅共 10

户，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查。(a)
 

集中空调 

辖区内已抽取公共场所中使用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全部检查；
其中抽取 20 户进行检测，数量
不足的全部检测。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及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
应急预案情况(c) 

 ； 

2.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情况(d)
 ；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4.新风口、开放式冷却塔依标准设置情况。 

1.风管内表面积
尘量、细菌总数、
真菌总数(e)

 

2.冷却水中嗜肺
军团菌(f)

 

省市
县级 

    a.不含检测任务。 

    b.落实属地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要求即为合格。 

    c.指《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394-2012）规定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和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 

    d.使用单位需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报告复印件。 

    e.使用无风管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该指标合理缺项。 

    f.使用非开放式冷却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该指标合理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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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生活饮用水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a)
 抽查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检查层级 

城市集中式供水 辖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全部水厂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3.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4.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 

5.水质消毒情况； 

6.水质自检情况(d)。 

出厂水色度、浑浊
度、臭和味、肉眼
可见物、pH 和消毒
剂余量 

市县级 

农村集中式供水(b)
 

辖区农村全部设计日供水 1000m
3

以上水厂 

小型集中式供水 

每个县、县级市辖区在用小型集中
式供水的乡镇数的至少 30%

(c)，每
个乡镇抽查 30%的设计日供水
100m

3 以上水厂(c)
 

1.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2.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3.处罚情况。 

二次供水 
每个县（区）10 个二次供水设施，
不足 10 个的全部检查(c)

 

1.供管水人员持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2.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 

3.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 

4.水质自检情况(d)； 

5.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出水色度、浑浊度、
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 和消毒剂余
量 

省市县级 

    a.不含学校内的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 

    b.农村集中式供水为监督检查信息卡上标记类别为“乡镇”的集中式供水。 

    c.各地在综合卫生监督档案、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档案或记录以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清单并实施双随机抽查。 

    d.水质自检包括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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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年涉水产品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产品类别 抽查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a)
 检查层级 

输配水设备 

省内 40 家生产企业，其中南京 4

家、无锡 4 家、徐州 2 家、常州 3

家、苏州 10 家、南通 3 家、连云港
2 家、淮安 2 家、盐城 3 家、扬州 2

家、镇江 2 家、泰州 2 家、宿迁 1

家，每家企业抽查 1-2 个产品 

1.标签、说明书；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市县级 

水处理材料 

化学处理剂 

水质处理器 

进口涉水产品 
省内 10 家在华责任单位，每个单位
抽查 1-3 种产品 

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省级 

现制现售饮用水 

自动售水机 

各市辖区内 5 家经营单位(b)，不足
的全部抽查，每个单位抽查 1-3 个
应用现场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出水水质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耗氧量等 

市县级 

     a.无负压供水设备、饮用水消毒设备、大型水质处理器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合理缺项。 

     b.各地在综合卫生监督档案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基础上自行制定清单并实施双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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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年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
服务单位 

100% 

1.用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a)； 

2.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情况(b)
 ； 

3.消毒后的餐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 

4.建立并遵守餐饮具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情况(c)。 

省市县级 

出厂餐饮具 
每个企业抽查 1-2 个批次出厂餐
饮具 

1.出厂餐饮具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 

2.出厂餐饮具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情况(d)
 。 

—— 

a.用水由持有效卫生许可证供水单位供应的，原则上视为合规；用水为自建设施供水或其他方式供应的，检查水质检验报告，判定合规情况。 

b.使用的洗涤剂和消毒剂均符合规定的判定为合规单位，有一项不符合规定的判定为不合规单位。 

c.指建立出厂检验记录并记录出厂餐具饮具数量、消毒日期和批号、使用期限、出厂日期以及委托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缺项视为不合

规。 

d.指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和批号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缺项视为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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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2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
对象 

抽查任务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用人单位 

各设区市自行制定辖
区内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双随机抽查清单，经
省卫生健康委同意后
实施，其中煤矿和非煤
矿山应当全覆盖检查。
抽查底数参考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系统库
数据，全省共 7590 家，
其中省本级 10 家、南
京 480 家、无锡 1100

家、徐州 1000 家、常
州 900 家、苏州 1320

家、南通 400 家、连云
港 200 家、淮安 320 家、
盐城 570 家、扬州 400

家、镇江 310 家、泰州
180 家、宿迁 400 家 

1.职业病防治管理组织
和措施 

1.是否按规定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2.是否建立、落实及公布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省市县级 

2.职业卫生培训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是否按规定的周
期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培训内容、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3.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 

是否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是否按
程序开展评审及存档、公示。 

4.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是否如实、及时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5.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 

1.是否按规定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检测、
评价，是否进行检测结果的报告和公布； 

2.是否按规定配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并及时
维护、保养，是否按规定发放、管理职业病防护用品并督
促劳动者佩戴使用。 

6.职业病危害警示和告
知 

是否按规定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告知职业病危害及
危害后果。 

7.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 
是否按规定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放射工作人员个人
剂量监测。 

8.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
业病病人处置 

1.是否按规定处置职业病人、疑似职业病人； 

2.是否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提供健康损害与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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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2年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
对象 

抽查任务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
层级 

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
机构 

辖区内注册
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
构全覆盖检
查 

1.资质证书 

1.是否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 

2.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情形。 

省市
县级 

2.资质条件 已经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继续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 

3.业务范围及
出具证明 

1.是否超出资质认可范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2.是否出具虚假或者失实的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或其他虚假证明文件。 

4.技术服务相
关工作要求 

1.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开展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现
场采样、现场检测、样品管理、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及应用、危害程度评价、防
护措施及其效果评价、技术报告编制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2.是否存在具备自行检测条件而委托其他机构检测的情形，是否存在委托检测的机
构不具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和相应检测能力的情形，是否存在委托其他机
构实施样品现场采集和检测结果分析及应用等工作的情形； 

3.是否以书面形式与用人单位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范围以及双方的责任； 

4.是否转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 

5.是否擅自更改、简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 

6.是否按规定在网上公开职业卫生技术报告相关信息。 

5.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 

1.是否使用非本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的； 

2.是否安排未达到技术评审考核评估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的； 

3.是否在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或者有关原始记录上代替他人签字； 

4.是否未参与相应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事项而在技术报告或者有关原始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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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22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和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
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放射诊疗机构 
(含中医医疗机构) 

10%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 
2.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 
3.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 
4.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 
5.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 
6.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 
7.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 
8.职业病人管理情况； 
9.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 
10.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 
11.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况； 
12.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省市县级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20% 

1.职业病诊断机构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 
2.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3.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 
4.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 
5.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6.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7.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8.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9.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省市县级 

职业病诊断机构 20% 省市级 

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70% 

1.放射技术服务机构是否持有效资质（批准）证书； 
2.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 
3.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4.人员、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 
5.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文件情况。 

省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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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22年传染病防治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二级以上医院 30% 
1.预防接种管理情况。接种单位资质情况；接种疫苗公示情况；接种前告知、询问
受种者或监护人有关情况；执行“三查七对”和“一验证”情况；疫苗的接收、购进、
储存、配送、供应、接种和处置记录情况； 

2.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开展疫情报告管理自
查情况；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是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
疫情情况； 

3.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按规定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
人提供诊疗情况；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和医疗废物情
况；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情况；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控制措施情
况； 

4.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
测情况；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情况；医疗器械一人一
用一消毒或灭菌情况。二级以上医院以口腔科（诊疗中心）、血液透析和消毒供应
中心为检查重点，无相关科室的，可根据情况自行选择重点科室。一级医院和基
层医疗机构以医院口腔科或口腔诊所、美容医院、血液透析中心为检查重点，医
院如无口腔科，可根据情况自行选择重点科室； 

5.医疗废物处置。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医疗
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6.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二级实验室备案情况；从事实验活动的人
员培训、考核情况；实验档案建立情况；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
送交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省市县级 

一级医院 10% 

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诊所、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等） 

5%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采供
血机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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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22年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
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备注 

第一类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 

30% 

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原料卫生质量以及消毒产品卫生安全
评价报告、标签（铭牌）、说明书等。其中医疗器械高水平消毒剂、灭菌剂生
产企业重点检查原材料卫生质量、生产用水、出厂检验报告和生产记录；皮肤
黏膜消毒剂生产企业重点检查净化车间、原材料卫生质量、生产用水、出厂检
验报告、禁用物质和生产记录等；生物指示物、灭菌效果化学指示物、医疗器
械高水平消毒器械、灭菌器械生产企业重点检查生产设施、出厂检验报告和生
产记录等。 

省市县级 

同时生产
第一类和
第二类消
毒产品的
生产企业
按生产第
一类消毒
产品的生
产企业抽

取 

除抗（抑）菌制剂
以外的第二类消
毒产品生产企业 

30% 

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原材料卫生质量以及消毒产品卫生安
全评价报告、标签（铭牌）和说明书等。其中手消毒剂生产企业重点检查出厂
检验报告和生产记录；其他消毒剂和消毒器械（包括指示物）生产企业重点检
查生产设备、原材料卫生质量、出厂检验报告和生产记录等。 

抗（抑）菌制剂生
产企业 

30% 

重点检查卫生许可是否在有效期内，生产项目、类别、条件是否与卫生许可证
一致，查看生产过程记录、原料进出货记录、产品批次检验记录等内容是否符
合要求；检查抗（抑）菌制剂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内容是否齐全合格并备案；检
查抗（抑）菌制剂产品名称、标签、说明书、包装等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法
违规宣传疗效和标注禁用物质等情况。 

低温消毒剂生产
企业 

100% 
重点检查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内容是否齐全合格并备案；低温消毒剂产品名称、
标签、说明书、包装等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宣传疗效等情况。 

省级 

第三类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 

30% 

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生产条件、生产过程以及消毒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等。其中尿
布等排泄物卫生用品、妇女经期卫生用品生产企业重点检查原材料卫生质量、
空气消毒设施、出厂检验报告。 

省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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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2年医疗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备注 

医院（含中医院） 10% 
1.医疗机构资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备案情况、人员资
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医学检验）管理情况； 

2.医疗卫生人员管理情况； 

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药物、医疗器械）管
理情况； 

4.医疗技术（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究、临床研究
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核酸检测报告等）管理情
况； 

6.临床用血（用血来源、管理组织和制度，血液储存，应急用血采血）
管理情况。 

省市县级 

根据各医疗
机构业务开
展情况，检查
内容可合理
缺项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5% 

卫生院 5% 

村卫生室（所） 1% 

诊  所 5% 

其他医疗机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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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022年采供血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备注 

一般血站 100% 
1.资质管理：按照许可范围开展工作；从业人员取得相关岗位执
业资格或者执业注册而从事血液安全工作；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
耗材； 

2.血源管理：按规定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进行身份核实、健康征
询和体检；按要求检测新浆员和间隔 180 天的浆员的血浆；未超
量、频繁采集血液（浆）；未采集冒名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格者
血液(血浆)； 

3.血液检测：血液（浆）检测项目齐全；按规定保存血液标本；
按规定保存工作记录；对检测不合格或者报废的血液（浆），按有
关规定处理； 

4.包装储存运输：包装、储存、运输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
要求； 

5.其它：未非法采集、供应、倒卖血液、血浆。 

省市县级 

根据各机构
业务开展情
况，检查内容
可合理缺项 

特殊血站 100% 

单采血浆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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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2022年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省级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层级 备注 

妇幼保健院（所） 40% 1.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人员执
业资格情况；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开展人
类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 

2.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执业；人
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目执业；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标准；
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查验登记；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
否查验身份证、结婚证；相关技术服务是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出具医
学证明文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病历、记录、档案等医疗文书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是否依法发布母婴
保健技术服务广告；开展产前诊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 

3.制度建立情况。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况；是否建立
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制度情况；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追
踪观察制度情况；是否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报
告制度情况；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况；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
务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其他管理制度情况。 

省市县级 

根据各机构
业务开展情
况，检查内容
可合理缺项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机构 

40% 

其他医疗、保健机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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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2022年小型集中式供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实施情况汇总表 

在用小型集
中式供水的
乡镇总数 

检查乡
镇数 

检查的乡镇
中已开展卫
生安全巡查
的乡镇数(a)

 

检查的乡镇中在
用小型集中式供

水水厂数 

已建立基本情况
档案的小型集中
式供水水厂数(b)

 

已建立卫生安全巡
查档案的小型集中
式供水水厂数(b)

 

检查的小型集
中式供水中持
有卫生许可证

的水厂数 

案件数 
罚款金额
（万元） 

         

a.提供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的机构建立有农村集中式供水基本情况档案或卫生安全巡查记录，才可判定为已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 

b.指由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机构建立的相关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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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2022年小型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省级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 

类别 

检测 

单位数
(a)

 

合格单
位数(b)

 

色度 浑浊度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pH 消毒剂余量 

检测单
位数 

合格单
位数 

检测单
位数 

合格单
位数 

检测单
位数 

合格单
位数 

检测单
位数 

合格单
位数 

检测单
位数 

合格单
位数 

检测单
位数 

合格单
位数 

小型集
中式供
水 

              

二次供
水 

              

    a.二次供水指检测设施数。 

    b.为表中检测项目均合格的供水单位或二次供水设施数，有一项不合格即判定为不合格单位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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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2022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省级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类别 
检查 

单位数 

单位 

合格数(a)
 

检查 

产品数 

产品检查
合格数(b)

 

发现无证
产品数 

检测 

产品数 

产品检测
合格数 

责令限期改
正单位数 

案件数 
罚款金额
（万元）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
营单位(c)

 
          

a.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产品检查和检测均合格的单位数。 

b.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及标签、说明书均合格的产品数。 

    c.产品数指应用现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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