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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逃一歩加張医庁机櫓、医lJT、 押士

屯子化注勝倍息核査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帯市工生健康委、中医葬局 ,新彊生声建没兵圏工

生健康委 :

医庁机納、医りT、 ゲ士的執立登通注X/1足 工生健康行政部 11依

法履行行立准入管理取責的重要手段。2017年 4月 ,国 家工生健

康委咲合国家中医菱局
`「

友了《美子カロll■ 医庁机胸、医りT、 伊士屯

子化注般管理茨革的指早意見》(国 工医友〔2017〕 23号 ),充 分近

用“互咲回+"が 大数据思繊,着 力檎建有“放管服"改 革相通鹿的

信息化管理模式,取 得了私板的咸妓。仁是 ,部 分省(区 、市)存在

信息不完整、内容不准後、更新不及叶等日題 ,需 要核実完善かカロ

張管理。現就有美工作提出女口下要求 :

一、提高思想執惧 ,強化行政管理責任

医庁机綺、医師、伊士屯子化注般管理是深化医葬工生体+1攻

革和医庁領域“放管服"攻 革的重要内容 ,是 掌握瀾配全国医症姿

源、提高工生健康管理数率、推邊分象珍庁体系建没的重要手段 ,

七是依法保障医券人員及社会公余合法枚益的重要挙措。各象工



生健康行政部 11(合 中医菱主管部 11,下 同)要充分汰沢至1屯 子化

注船工作的重要意え,接 照“淮提供、進負責"的 工作原ス1,坑 箸倣

好亀子化平台数据的永入、核査、使月、え布等工作。要大力宣特

屯子化注般管理改革的重要作用,か 張政策措施解政 ,私 板口鹿社

会美切 ,菅 造攻革良好気国。要カロ張培ツ1監 督考核 ,姐 鉄汗展相美

人員立券培サ|,井 杵 llL子 化注般攻革情兆作カエ生健康行政部 11

鏡数考核的重要内容 ,定 期汗借邊展情況 ,及 叶研究解決実施中過

至1的 新情九、新同題
～

新困准。国家工生健康委杵建立定期通扱

～
勾淡机tll,工 作仇秀的分予通扱表物,工作不力的給予批汗 ,必

要叶杵対省象工生健康行政部 11逹行力淡 ,/4~美 情況抄送其省象

人民政府。

二、戸格規苑程序 ,汗展信息核査核実

至12019年 12月 31日 ,仝面完成屯子化注 f/1‐ 信息核査核実エ

作。省須工生健康行政部 11要 指定寺人久責核査核共工作 ,芦 格

把控叶同市点
～

工作逃皮 ,接 照規疱流程汗展核査核美。在信息

核査核共工作中,必 須符合《医庁机綺、医りT、 伊士屯子化注般数据

集》有美棒准 ,保 近数据信息的規疱性、准晩性
～

有妓性。対子故

意提供虚仮信息、実茨数据的,要依法依規予以芦粛丈理。対千医

庁机納核査核共信息,必 須々《医オ机納執立寺可江》核准内容一

致,医 庁机杓名称、珍庁科 目必須使用規疱仝称 ,不 得使用筒称。

対子核査核共医りT姿 格信息的,必 須倣至1医 りT今人信息々有数身

分信息一致、申着ネト永信息寺医り市原始人事楷末信息一致、医りTネト

永信息寺ネト永申清材料内容一致 ;対 千 2004年 6月 1日 前通辻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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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荻取姿格的医りT,其姿格信息由省象工生健康行政部 11竜 辻医

りT姿格管理系坑邊行姿格信息核査ネト呆。本次核査核実工作第末

后,対 千在医りT亀子化注般管理添坑中ス有注餓信息仁元姿格信

息的,由 現注 f/1‐ 地逐象扱省象工生健康行政部 11涯 恙提出医りT姿

格核査需求 ,由 作出姿格決定的工生健康行政部 11邊 行核査井出

具ギ面意見,現 注冊地工生健康行政部 11根 据核査結果依法依規

作出炎理。対子核査ネト呆ゲ士信恙的,必 須倣至1申 清ネト采信息々

伊士原始人事桜案信息一致、伊士ネト永信恙与ネト永申清材料内容

一致,井 且必須碗大其伊士考拭合格叶同在 2008年 10月 え前 ,其

注般信息由省象工生健康行政部 11逃行核査ネト永。

三、加張密甥管理 ,碗保信息数据安全

各象工生健康行政部 11要建立数据安全管理責任制度 ,tll定

凩隆分象
～

安全常査規只1,カロ張数据安全監淑1奉 萩警 ,定 期牙展安

全性汗淑1和 ス降汗借 ,倣好容実各分 ,提升屯子化注船系坑図絡安

全支諄保障水平
～

八隆防疱能力。在挽保屯子化注bl‐ 数据永入真

共有妓的同時,要注重カロ張今人聰私保ク,未変授枚不得2_~自 友布

特播相美信息,切 共倣好各炎敏感数据的采集、不1用 、存儲等不ヤ

的安全管理。屯子密引是屯子化注船系変口客安全管理的核′む市

点,IL子 密犠的申清友放必須遵循芦格的申清常核流程。各省象

工生健康行政部日要建立完善屯子密引管理寺1皮 ,及 叶掌握控寺1

屯子密引的友放使用情九,指 定を人負責常核省内各地新増或ネト

友屯子密領的申清,重 点監管屯子密犠登呆叶同、永入内容等美鍵

信息。屯子化注冊系銃杵邊一歩完善屯子密引管理程序 ,逐 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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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屯子密朝使用、信息永入的昇常預警J/t能 ,及 叶友現提示屯子密

朝使用凩隆。対友現有昇常操作的屯子密釧,鹿 当立ヌF停 止咳密

復的/1■鳳叔IR,井 核査昇常操作的IEl夫 責任人。久貴密領的工作

人員鹿当妥善保管屯子密領 ,使 用辻程中芦格接照規疱邊行操作。

♯工作時同鹿当杵屯子密引抜下井入枢か徴。屯子密切供供そ人

亦理立券使用 ,ル 禁外借或用千其化用途。

四、充分利用数据ヮ建立秘同共享机制

各象工生健康行政部 11要 定期分析屯子化注 f/1‐ 系統中相美医

症資源的配置、不1用 、通行情呪 ,提 高宏規央策的科学性、預几性
～

微現管理的精准性、及叶性。妥仝面核査核実現右医庁机綺、医

りT、 伊士数据庫,核 共注般信息,激 活静恣数据,在 保学聰私、責任

明碗、数据及叶准晩的前掟下,4歩 実現々仝民健康信 J息 平合、“互

咲同十攻券服券"平 合、医庁机納反量控tll、 医りT姿格考拭、医りT定

欺考核、医庁監督執法等信息系坑的交互融合和資源共享。要建

立数据IJt同 共享机制 ,在 保江囲条安全的前提下,医 症机納、医りT、

伊士屯子化注 X/1‐ 数据右序実現端口汗放和互咲互通 ,提 升注4/1数

据鹿月妓率。要及叶日、地理室同、美男1等 多象度対医庁机柏、医

り下、伊士注妍
～

執立信息逃行精如分析 ,提 高大数据鹿用水平 ,カ

人オ培券、健康規え1、 資源配置以及鰊合監督等提供技本支持わ決

策依据。

五、主功信息公弄ヮ完善事中事后監管

各貌工生健康行政部 11要 /1N面 杭理注船登泥的具体亦事服券

事項 ,公升相夫法律法規、政策文件、赤事指南、常兄同題、監督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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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方式,提供規疱表格、填写現明
～

示疱文本 ,提供元差昇均等化

的攻券服券。要依托屯子化注 X/1‐ 系坑 ,建 立仝疱国覆蓋、仝辻程通

永、仝数据監督的行政官批近行監控模大,対 注冊登泥的申造、受

理、常核
～

決定等廉攻八隆点要倣至1可 監控、可追湖t可 跛踪。要

建立信息公升査均帝1皮 ,行 政相対人可以通辻 IIL子 化注船系坑共

叶査詢有美事項的赤理状恣奉第果 ,井 可以提出相美合理訴求 ,社

会公A也可以便掟査詢有美医オ資源信恙,力 人民群余看病就医

提供信息服券。要杵屯子化注般相美信息幼入国家工生健康行政

部 11信 用信息共享平合,対存在蓄意作仮、提交虚仮信息或近明材

料,未汗格履行申清信恙核実後汰駅責等情形的執立机檎或者今

人 ,鹿 当依法依規予以炎理。要探索力伐良信用企人提供更多服

券便不1,依 法対芦重失信今人実施咲合冬戒 ,不 断完善符合工生健

康行立特点的守信激励わ失信冬戒机tll。

(信 息公升形式 :主 功公升)

等雷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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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中 央写委后勤保障部工生局。

2019イ年19,1 17 日
`「

友国家工生健康委亦公斤

校対 :付 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