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寨县权责清单梳理行政裁决梳理目录
单位名

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五寨县卫生
和计划生育
局

2000-E-00100-
140928 医疗机构名称裁定 医疗机构名称裁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四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款

两个以上申请人向同一核准机关申请相同的医疗
机构名称，核准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
于同一天申请的，应当由申请人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作出裁决。



五寨县权责清单梳理行政给付梳理目录

单位
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G-00100-140928 血吸虫病病人医疗费减免
血吸虫病病人医疗费减

免

1.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第
三十三条

经济困难农民的血吸虫病患者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G-00200-140928 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

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
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
法》第六十八条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由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疗保
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将精神障碍患者纳入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保障范围。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
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给予资助。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卫生、民政、财政等部门
应当加强协调，简化程序，实现
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
疗费用由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直接结算。精神障碍患者
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
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民政
部门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



五寨县权责清单梳理行政奖励梳理目录

单位名
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500-140928
对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组织、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对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组织、个人给予表彰、

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
法》第八条 第十二条第二

款

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组织、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400-140928
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

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
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 第六条

1、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500-140928 无偿献血奖励、先进表彰 无偿献血奖励、先进表彰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第十七条
参加献血和在献血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200-140928
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
医医疗工作等中做出显著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奖励表彰（增加）

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
中医医疗工作等中做出显著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奖励表彰（增

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 第十条

在中医药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组织和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100-140928 对医师的表彰奖励 对医师的表彰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

法》 第三十三条

（一）在执业活动中，医德高
尚，事迹突出的；

（二）对医学专业技术有重大
突破，作出显著贡献的；

（三）遇有自然灾害、传染病
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及其
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
急情况时，救死扶伤、抢救诊

疗表现突出的；
（四）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的基层

单位努力工作的；
（五）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应当予以表彰或者奖励的其

他情形的。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700-140928
对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

者奖励

对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或者奖励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第三
条 第七条

1、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800-140928

对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
息报告管理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

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
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中做出贡
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
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

法》第六条第九条

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
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

中做出贡献的人员.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200-140928 对做出突出贡献护士的表彰奖励
对做出突出贡献护士的表彰奖

励
护士条例》第五条、第六条

第二款
做出突出贡献护士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900-140928
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单位或者个人的表彰奖励
对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
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表彰奖励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三
十一条

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单位或者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000-140928 中医药工作奖励 中医药工作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

例》第七条

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做
出显著贡献和在边远地区从事
中医药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100-140928 职业病防治奖励 职业病防治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十三条
防治职业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

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400-140928
对在预防接种工作中作出显著成
绩和贡献的接种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给予奖励

对在预防接种工作中作出显著
成绩和贡献的接种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给予奖励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
条例》第八条

在预防接种工作中作出显著成
绩和贡献的接种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600-140928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
绩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
显著成果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
取得显著成果的组织和个人的

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
法》第六条

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
绩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
得显著成果的组织和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700-140928
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
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
、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第八条

对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
、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300-140928
对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

对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
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五条 
第九条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0600-140928
对在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
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

对在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
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奖励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
管理条例》第四条

1、在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
害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

和个人。
申报材料



五寨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2000-H-01300-140928 案件举报奖励 案件举报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第八条
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

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



五寨县权责清单梳理行政确认梳理目录

单位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问责依据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1000-
140928

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
染病病人的尸体进行解剖查验

的批准

对传染病病人尸体
或者疑似传染病病
人的尸体进行解剖

查验的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
办法》第五十六条

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800-
140928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认定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术等级称号认定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认定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1300-
140928 对医师（含助理）资格的认定

对医师（含助理）
资格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医师法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

是一条

有医师（含助理）资格的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1200-
140928 等级运动员称号授予

等级运动员称号授
予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
理办法 

将三级运动员审批权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1100-
140928

对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
和产前诊断结果有异议的医学

技术鉴定

对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和产前
诊断结果有异议的
医学技术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母婴保健法》第二
十五条 第二十五条

1、对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和

产前诊断结果有异议的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200-
140928

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医疗卫生
机构（接种单位）的确认

承担预防接种工作
的医疗卫生机构
（接种单位）的确

认

《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条例》第

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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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500-
140928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
证核发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
健康管理办法 第五

条 

年满18周岁；,经职业健康检查，符
合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要求；,
放射防护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
考核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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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300-
140928 再生育涉及病残儿医学鉴定

再生育涉及病残儿
医学鉴定

《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管理条例》再生
育涉及病残儿医学

鉴定

因生育病残儿要求再生育的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600-
140928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调查诊断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鉴定办法 第十一条
、十二条、十三条

、十四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700-
140928 国家三级运动员认定

国家三级运动员认
定

《运动员技术等级
管理办法》第九条

三级运动员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900-
140928 体育经营专业人员资格证核发

体育经营专业人员
资格证核发

《山西省体育经营
活动管理条例》第

三款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100-
140928 医疗机构评审 医疗机构评审

中医医院评审暂行
办法 第十条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149号，2016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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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寨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

2000-F-00400-
140928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鉴定

《关于印发<计划生
育手术并发症鉴定
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第十六条

并发症鉴定的申请



五寨县权责事项梳理其他权利梳理目录

单位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法律条例 受理条件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F-11000-140928 体育经营项目备案 体育经营项目备案

1. 《山西省体育经营活
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从事专业技术性强、危险性大以
及社会影响大的体育项目经营活
动的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12000-140928

拆除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或改变功能、用途
审核

拆除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或改变功能、用途
审核

2.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第二十七条

确因城市乡建设，需要拆除公共
体育设施,有专家论证意见,被拆
除或改变功能用途的公共体育设
施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择地重建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8000-140928 托幼机构卫生评价 托幼机构卫生评价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
管理办法》第八条；卫生
部关于印发《托儿所幼儿
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的
通知新设立托幼机构招生
前卫生评价

1、申请设立托幼机构的单位和个
人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9000-140928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
位申请登记审查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
位申请登记审查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二
款；《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
办法》第三条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
审查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10000-140928

全民健身设施拆迁或
者改变用途批准

全民健身设施拆迁或
者改变用途批准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二十七

用于全民健身设施拆迁或者改变
用途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7000-140928

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
疗机构的备案

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
疗机构的备案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深
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
疗领域投资活力的通知》
一、二 1、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1000-140928 中医诊所备案 中医诊所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第十四条；《中医诊
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
四条 第八条 第十五条

具有中医资质的个人申请开办中
医备案诊所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2000-140928

抗菌药物处方权或抗
菌药物调剂资格的授
予

抗菌药物处方权或抗
菌药物调剂资格的授
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第十四条；《中医诊
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
四条 第八条 第十五条

抗菌药物处方权或抗菌药物调剂
资格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3000-140928

计划生育&ldquo;一票
否决&rdquo;制审核

计划生育&ldquo;一
票否决&rdquo;制审
核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
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 
十八

对计划生育目标任务完成好、成
绩突出的地区和部门，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目标
任务完成不好、工作出现滑坡的
地区和部门，约谈其 主要负责
人；对主要目标任务未完成、严
重弄虚作假、违法行政造成恶劣
影响等情形，实行“一票否决”
。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4000-140928

单采血浆站设置执业
许可的初审

单采血浆站设置执业
许可的初审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
七条 《单采血浆站管理
办法》第六条 第十条 1、单采血浆站执业许可初审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5000-140928 预防接种单位的指定 预防接种单位的指定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
理条例 第八条 1、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医疗机构

五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2000-Z-06000-140928

村卫生室、诊所和社
区卫生服务站使用抗
菌药物开展静脉输注
活动核准

村卫生室、诊所和社
区卫生服务站使用抗
菌药物开展静脉输注
活动核准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
法 第二十九条

村卫生室、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
站使用抗菌药物开展静脉输注活
动



五寨县权责清单梳理行政征收目录

单位名
称

事项
编码

事项名
称

子项
名称

法律条例 条件 问责依据

县人口和
计划生育

局

14092800
JS-ZS-
0001

社会抚养
费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山西省人口

和计划生育条例》 第五十二条

发现当事人存在违法生育行为，行
政机关依据事实依法作出并送达《

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县卫生局
1900-D-
00100- 
140928

社会抚养
费征收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山西生人口和

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二条

违规生育子女的，非婚生育子女的
及非法收养子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