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舍块乡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 区级 乡级

1 行政征收类事项
社会抚养费征

收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办理机构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 2015年 
12 月 27 日修正）《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57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 行政给付类事项
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申请材料、受理范围及

条件、办理流程、咨询投诉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 2015年 
12 月 27 日修正）《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57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 行政给付类事项

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申请材料、受理范围及
条件、办理流程、咨询投诉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 2015年 

12 月 27 日修正）《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2﹞29 号）《关于开展对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
点工作意见》（国办发〔2004〕21 号）《

关于调整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的通知

》（财教〔2011〕623 号）《关于印发全

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管
理规范的通知》（人口厅发2006〕122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4 行政给付类事项
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申请材料、受理范围及

条件、办理流程、咨询投诉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 2015年 
12 月 27 日修正）《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

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

通知》（国人口发〔2007〕78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舍块乡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 区级 乡级

5 行政检查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的

监督检查（包

括对本行政区
域内有关机构

和个人诊疗活
动、职业病防

治、放射诊

疗、处方、抗
菌药物使用等

的检查）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检查计划及方案、检查

结果及处理信息、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

渠道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4 号 2018 
年 12月 29 日修改)【行政法规】《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149 号 2016 年 2 月 6日修订）【
行政法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2 号

2016 年 2 月 6 日）【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35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46 

号2016 年 1 月 19 日修正）【部门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处方管理办法》（2007 

年 2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3 号）【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放射

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5 号）【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84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6 行政检查类事项
对学校卫生工
作的监督检查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检查计划及方案、检查

结果及处理信息、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
渠道

【行政法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1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1 号）【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印发<

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的通知》（卫监督

发〔2012〕62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7 行政检查类事项

对传染病防治

工作的监督检
查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检查计划及方案、检查
结果及处理信息、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

渠道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013 年 6 月 29 日修正）【行政法

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34 号2016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
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17 号）【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

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
工作规范的通知》（国卫监督发〔2014〕

44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8 行政备案类事项 生育登记服务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办事指南，包括：适用

范围、办理依

据、办理条件、申办材料、办理方式、
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及标

准、结果送达、咨询方式、监督投诉渠

道、办理地址和时间、办理进程、结果
查询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育登

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办指导发
〔2016〕20 号）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舍块乡人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