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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述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

作的意见>》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二、责任主体、公开时限、公开方式和监督渠道 

【责任主体】国家卫生健康委 

【公开时限】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法

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公开方式】没有专项法律法规规定的信息公开应当将委官方

网站作为首选和必选方式，其次为健康中国微信、

微博、APP 等政务新媒体。也可视情况采用部门公

报、健康报、中国人口报、公开出版物等主动公

开。 

【监督渠道】通过委官方网站、群众来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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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政务公开基本目录 

 

一、机构职能 

（1）【公开事项】基本信息                          

【公开内容】办公地址、网址、办公电话、传真、电子邮

箱、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等。 

【责任单位】办公厅 

 

（2）【公开事项】领导简介                    

【公开内容】姓名、职务、性别、民族、出生年份、                     

籍贯、学历背景、工作分工、照片等。 

【责任单位】人事司 

 

（3）【公开事项】国家卫生健康委“三定”规定                 

【公开内容】委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 

【责任单位】人事司 

 

（4）【公开事项】委直属和联系单位基本情况          

【公开内容】委直属和联系单位性质及主要职责或经营范

围、业务范围。 

【责任单位】人事司、宣传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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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开事项】社会组织名单                          

【公开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

织名单。 

【责任单位】人事司 

 

（6）【公开事项】委机关司局长名单                 

【公开内容】委机关各司局正副厅局级领导干部姓名、职

务。 

【责任单位】人事司、委机关有关司局 

 

二、政府信息公开 

（7）【公开事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公开内容】委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文件。 

【责任单位】办公厅 

 

（8）【公开事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公开内容】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方式；接收信息公开申请的

方式、途径和程序要求；其他便于申请人提

交信息公开申请的信息。 

【责任单位】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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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开事项】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公开内容】委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内容。 

【责任单位】办公厅、委机关有关司局 

 

（10）【公开事项】政府信息公开报告 

【公开内容】委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责任单位】办公厅、委机关有关司局 

 

（11）【公开事项】新闻发布会                      

【公开内容】新闻发布会制度、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

时间、地点、发布内容等。 

【责任单位】宣传司、其他相关单位 

 

（12）【公开事项】解读回应                       

【公开内容】解读文件制定的背景、目标任务、主要内容

和解决的问题、解读机构、解读时间、回应

关切等。 

【责任单位】委机关有关司局、宣传司 

 

（13）【公开事项】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公开内容】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服务指南、申请表。 

【责任单位】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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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指南 

（14）【公开事项】新食品原料审批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审批数量、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 收费依据及标

准、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

务、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

和时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食品司 

 

（15）【公开事项】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审批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

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

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食品司 

 

（16）【公开事项】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审批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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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 收费依据及标准、

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

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食品司 

 

（17）【公开事项】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

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审批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 收费依据及标准、

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

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监督局 

 

（18）【公开事项】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审批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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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 收费依据及标准、

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

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监督局 

 

（19）【公开事项】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认定审批服

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 收费依据及标

准、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

务、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

和时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医政医管局 

 

（20）【公开事项】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

动审批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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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事项审查类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 收

费依据及标准、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

务、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

和时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科教司 

 

（21）【公开事项】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

种或样本运输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事项审查类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 

收费依据及标准、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

义务、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

址和时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科教司 

 

（22）【公开事项】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核发服务指南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

审批结果、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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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

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财务司 

 

（23）【公开事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服务指南

（含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

可、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煤矿）乙级

资质认可）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

理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

办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

本流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收费依据

及标准、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职业健康司 

 

四、行政审批 

（24）【公开事项】新食品原料准予许可             

【公开内容】批复文件全文。 

【责任单位】食品司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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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公开事项】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准予许可      

【公开内容】批复文件全文。 

【责任单位】食品司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26）【公开事项】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准予许可    

【公开内容】批复文件全文。 

【责任单位】食品司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27）【公开事项】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

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卫生许可    

【公开内容】批复文件全文。 

【责任单位】监督局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28）【公开事项】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 

【公开内容】批复文件全文。 

【责任单位】监督局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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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公开事项】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认定文件 

【公开内容】文件全文。 

【责任单位】医政医管局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30）【公开事项】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    

【公开内容】配置许可证信息。 

【责任单位】财务司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31）【公开事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含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可、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煤矿）乙级资质认可） 

【公开内容】适用范围、项目信息、事项审查类型、办理

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数量限制、办

事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基本流

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

结果送达、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途径、

监督和投诉渠道、办公地址和时间、公开查

询路径等。 

【责任单位】职业健康司 

【公开方式】委门户网站数据查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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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单名录 

（32）【公开事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卫生标准                   

【公开内容】标准号、标准名、发布时间、实施时间、标

准文本等。 

【责任单位】法规司 

 

（33）【公开事项】器官移植医院名单                 

【公开内容】地区、医疗机构、移植项目等。 

【责任单位】医政医管局 

 

（34）【公开事项】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

子库机构名单                  

【公开内容】省份、医疗机构名称、机构地址、准入技术、

运行状态等。 

【责任单位】妇幼司 

 

（35）【公开事项】全国爱婴医院名单                 

【公开内容】省份、医院名称等。 

【责任单位】妇幼司 

 

（36）【公开事项】经批准开展产前诊断技术医疗机构名单                     

【公开内容】省份、医疗机构名称、机构地址、准入技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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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妇幼司 

 

（37）【公开事项】国家卫生城镇名单             

【公开内容】省份、城镇等。 

【责任单位】规划司（爱卫办） 

 

（38）【公开事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公开内容】标准号、标准名、发布时间、实施时间、标 

准文本。 

【责任单位】食品司 

 

（39）【公开事项】基本药物目录                     

【公开内容】药物品类、品种名称、剂型、规格等。 

【责任单位】药政司 

 

（40）【公开事项】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名单 

【公开内容】省份、区县等。 

【责任单位】人口家庭司 

 

（41）【公开事项】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          

【公开内容】病毒种类、细菌和真菌类等病原微生物种类。 

【责任单位】科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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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公开事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承担机构名单                 

【公开内容】地区、承担机构、项目内容等。 

【责任单位】基层司 

 

（43）【公开事项】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          

【公开内容】省份、医疗卫生机构名称、机构地址、职业

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范围等。 

【责任单位】职业健康司 

 

（44）【公开事项】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                     

【公开内容】省份、医疗卫生机构名称、机构地址、诊断

项目等。 

【责任单位】职业健康司 

 

六、政策法规 

（45）【公开事项】部门规章                        

【公开内容】文件名称、文号、正文、发布机构、发布时

间、草案征求意见整体情况等。 

【责任单位】法规司 

 

（46）【公开事项】规范性文件                    

【公开内容】文件名称、文号、正文、发布机构、发布时

间、草案意见征集反馈信息的整体情况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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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情况等。 

【责任单位】委机关各司局 

 

七、规划计划 

（47）【公开事项】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公开内容】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全文 

【责任单位】规划司 

 

（48）【公开事项】卫生健康专项工作规划（卫生与健康规划、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全国卫生健康

人才发展规划、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规划、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规划、中国遏制与防

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

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全国地方病防治规

划、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全国精神

卫生工作规划、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全国

包虫病等重点寄生虫防治规划、中国消除疟

疾行动计划、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中

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全国眼健康规划、

国家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

划、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食品安全标准

与监测评估规划、全国卫生健康监督工作规

划、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老龄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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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健康工作规划、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管

理规划、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规划、全

国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规划、卫生与

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                

【公开内容】卫生健康专项工作规划全文。 

【责任单位】委机关有关司局 

 

（49）【公开事项】委属（管）单位基本建设项目批准结果信息。 

【公开内容】基本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

步设计和投资概算，以及项目核准报告等审

批、核准的结果、时间、建设内容、规模和

投资等。 

【责任单位】规划司 

 

八、卫生监督 

（50）【公开事项】委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公开内容】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对象、抽查内容。 

【责任单位】监督局 

 

（51）【公开事项】委随机抽查结果           

【公开内容】委随机抽查事项结果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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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公开事项】专项监督检查 

【公开内容】部署开展卫生健康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全文

和检查结果。 

【责任单位】委机关各有关司局 

 

九、人事管理 

（53）【公开事项】人员招录                      

【公开内容】委机关招考计划、面试公告、录用公告等。 

【责任单位】人事司 

 

（54）【公开事项】干部培训                     

【公开内容】委年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规划等。 

【责任单位】人事司 

 

（55）【公开事项】培训教育                     

【公开内容】委人才培养规划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科教司 

 

（56）【公开事项】表彰奖励                     

【公开内容】决定全文。 

【责任单位】委机关各有关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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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财务管理 

（57）【公开事项】部门预决算                    

【公开内容】年度国家卫生健康委部门预算、部门决算情

况。 

【责任单位】财务司 

 

（58）【公开事项】政府采购 

【公开内容】委机关政府采购、招标公告、中标公告（不

包括基本建设项目）等。 

【责任单位】委机关各有关司局 

【公开渠道】中国政府采购网等财政部指定媒体 

 

十一、综合管理 

（59）【公开事项】建议、提案办理                  

【公开内容】主办的有关卫生健康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建

议复文、有关卫生健康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复文。 

【责任单位】办公厅 

 

（60）【公开事项】行政复议工作机构信息              

【公开内容】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责任单位】法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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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公开事项】群众信访                      

【公开内容】信访机构名称、联系电话、接访地址和接访

时间、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等情况。 

【责任单位】办公厅 

 

十二、信息化 

（62）【公开事项】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要点相关文件 

【公开内容】文件名称、文号、正文、发布机构、发布时

间。 

【责任单位】规划司 

 

（63）【公开事项】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工作相关文件 

【公开内容】文件名称、文号、正文、发布机构、发布时

间。 

【责任单位】规划司 

 

（64）【公开事项】全民健康网络安全工作相关文件    

【公开内容】文件名称、文号、正文、发布机构、发布时

间。 

【责任单位】规划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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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统计数据 

（65）【公开事项】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报告            

【公开内容】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报告全文。 

【责任单位】规划司 

【公开方式】公开出版物 

 

（66）【公开事项】全国医疗服务工作量            

【公开内容】全国医疗服务工作量等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规划司 

 

（67）【公开事项】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           

【公开内容】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等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规划司 

 

（68）【公开事项】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牵头处置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信息          

【公开内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量、情况等。 

【责任单位】应急办 

 

（69）【公开事项】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        

【公开内容】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死亡数等内容。 

【责任单位】疾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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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公开事项】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公开内容】居民膳食与营养、体格发育状况，主要慢性

病死亡、发病、患病和危险因素情况等。 

【责任单位】疾控局  

 

（71）【公开事项】全国职业病情况        

【公开内容】年度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 

【责任单位】职业健康司 

 

（72）【公开事项】全国血液采集情况              

【公开内容】献血人次、献血量等内容。 

【责任单位】医政医管局 

 

（73）【公开事项】人口与家庭发展常用数据 

【公开内容】数据手册。 

【责任单位】人口家庭司 

【公开方式】公开出版物 

 

十四、科技教育 

（74）【公开事项】“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公开内容】进展情况与研究成果。 

【责任单位】科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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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公开事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                   

【公开内容】进展情况与研究成果。 

【责任单位】科教司 

 

（76）【公开事项】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培训      

【公开内容】教育培训规划、培训内容与标准等有关政策

文件。 

【责任单位】科教司 

 

（77）【公开事项】重要科技基地平台         

【公开内容】委级重点实验室目录、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目录等。 

【责任单位】科教司 

 

（78）【公开事项】机构伦理委员会备案 

【公开内容】备案的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名称、数量。 

【责任单位】科教司 

 

（79）【公开事项】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与项目备案   

【公开内容】备案的干细胞临床研究的机构与项目名称、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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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科教司 

 
十五、健康扶贫 

（80）【公开事项】健康扶贫政策          

【公开内容】政策名称、政策内容、发文部门、发文时间、

政策解读。 

【责任单位】委扶贫办 

 

（81）【公开事项】健康扶贫重要工作进展          

【公开内容】健康扶贫重点工作取得的进展和动态、有关

探索和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经验和做法。 

【责任单位】委扶贫办 

 

（82）【公开事项】健康扶贫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典型事迹 

【公开内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典型单位和个人

的事迹介绍。 

【责任单位】委扶贫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