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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枣卫字〔2016〕125 号

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全面推开“双随机、一公开”建立“一单、

两库、一细则”的通知

各区（市）卫生计生局，枣矿集团生活卫生管理中心，市卫生计

生监督局，委直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全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

和《枣庄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精神，推广随机抽查，规范

事中事后监管，市卫生计生委制定了《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

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双随机”抽查工

作细则》等“一单、两库、一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25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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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内容 抽查方式

1
传染病防治卫

生监督检查

1.《传染病防治法》第六条第一款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

管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

监督管理工作。

2.《传染病防治日常卫生监督工作规范》第四条 县级以

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综合监督执法机构在开展

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时，适用本规范。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国

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主管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实验室及其实

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工作。第四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实验室及其实验

活动的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1.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2.传染病疫情控制措施的

落实情况；

3.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

4.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5.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菌

（毒）种管理情况；

6.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情况。

现场检查

2
医疗机构监督

检查

1.《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

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

理工作。

3.《护士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护士监督管理工作。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1.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执业资质和执业行为检查；

2.临床用血；

3.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管理；

4.医疗美容服务开展；

5.人类器官移植技术开展；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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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四条 卫生部(含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主管全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下同)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美容服务监督管理工作。

5.《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执业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

方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6.《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二条卫生部负责全国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的监督管

理。

7.《处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处方开具、调剂、保管相关工作的

监督管理。

8.《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

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

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9.《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四条第一款国务院卫生主管部

门负责全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的

监督管理工作。

10.《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四条卫生部主管全

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日常监督管理。

6.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开展；

7.医疗废物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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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血液质量安全

监督检查

《血站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血站的监督管理工作。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单采血浆站的监督

管理工作。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1.机构、人员资质检查；

2.供血浆者或无偿献血者

管理情况；

3.实验室的管理情况；

4.血液质量管理情况、库存

管理情况；

5.传染病疫情报告；

6.消毒管理及医疗废物管

理。

现场检查

4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婚前医学

检查）的执业资

质和执业行为

检查

《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监督管理

工作，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依照母婴保健法和

本办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

对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实施许可，并核发相应

的许可证书；（二）对母婴保健法和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三）对违反母婴保健法和本办法的行为，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四）负责母婴保健工作监督管理的

其他事项。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母婴保健工作机构依法执

业和技术服务情况。
现场检查

5
精神卫生监督

检查

《精神卫生法》第八条第一款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

国的精神卫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精神卫生工作。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依法开展精神障碍诊断、治

疗等情况。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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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射诊疗工作

监督检查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放射诊疗工作的监督

管理。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放射工

作人员职业健康的监督管理。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1.放射诊疗建设项目预防

性卫生监督；

2.放射诊疗许可情况；

3.放射诊疗工作人员、设备

与设施情况；

4.卫生防护与质量控制；

5.放射性标示；

6.放射事件的应急情况。

现场检查

7
职业卫生监督

检查

1.《职业病防治法》第九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

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

工作。

2.《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

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监

督管理；结合职业病防治工作实际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能力建

设，并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1.按照批准的类别和项目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

情况；

2.外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况；

3.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

情况；

4.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疑似

职业病的报告与告知情况

5.职业健康检查档案管理

情况等。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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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涉水产品卫生

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

检查职责：（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

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

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

于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和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监督管理。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依法执业和涉水产品生产

批件情况。
现场检查

9
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

检查职责：（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

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

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2.《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对消毒产

品生产企业执行《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枣庄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会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合法性

及规范性检查。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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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枣庄市卫生计生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号 姓名 性别 执法专业 执法证件号码 单位名称

1 张勇 男 04-000146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2 张海路 男 04-000147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3 范光计 男 04-000149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4 陈钦明 男 04-000137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5 戴大庆 男 医政监督 SD-D00230176（A）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6 陈丽 女 医政监督 04-000192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7 朱晓东 男 医政监督 04-000191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8 张红亮 男 医政监督 SD-D00230168（A）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9 荆禄伟 男 传染病、医政、放射监督 04-000141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0 李辉 男 传染病、医政、放射监督 04-004076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1 吴晓芳 女 传染病、医政、放射监督 04-000142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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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涛 男 传染病、医政、放射监督 SD-000230166(A)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3 高茹茹 女 传染病、医政、放射监督 04-000206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4 沈其彬 男 职业卫生监督 04-000193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5 孔祥梅 女 职业卫生监督 04-000139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6 乐爱华 女 职业卫生监督 04-000195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7 胡波 女 职业卫生监督 SD-D000230170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8 孙缄 男
生活饮用水卫生、消毒产品卫生

监督
04-000196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19 龚明霞 女
生活饮用水卫生、消毒产品卫生

监督
04-000198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20 贺敬涛 男
生活饮用水卫生、消毒产品卫生

监督
04-000197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21 刘永彬 男
生活饮用水卫生、消毒产品卫生

监督
04-0001901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22 徐得彬 男 法制稽查 04-000138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23 郭海军 男 法制稽查 04-005522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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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检查对象名录库

序号 单位名称 从业类别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滕州启明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 滕州市学院东路 2899 号 孙丽丽 孙丽丽 13605318209

2 枣庄新华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黄河路 162 号 宋君 宋君 4410318

3 滕州北大妇科医院 妇产（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荆河中路京泰购

物广场东侧
苏元耀 苏元耀 5255555

4 薛城康复医院 康复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张茂辉 张茂辉 4411099

5 枣庄电业局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胜利路 127 号 任志刚 任志刚 3232870

6 山亭万康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 王延玲 王延玲 8815128

7
枣庄矿业集团滕南医院柴里分

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西岗镇 刘义 刘义 0632-4058191

8 兖矿鲁南化肥厂职工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 杜彦文 杜彦文 2361001

9
山东万泰纺织有限公司职工医

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黄山路 6号 邱培鸿 邱培鸿 3271246

10 枣庄通晟实业有限公司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 渠继富 渠继富 0632-4093256

11 山东八一煤电化有限公司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官桥镇八一煤矿 杨震 张建忠 0632-40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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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枣庄联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医

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 霍公厚 霍公厚 0632-4099287

13 枣庄甘霖实业有限公司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小甘霖 张延景 赵建生 0632-4076186

14 枣庄市交通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君山路 277 号市

中区
王庆联 王庆联

5116016/60509

68

15
枣庄联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医

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联鑫公司 翟玉忠 翟玉忠 0632-4099287

16 枣庄龙中皮肤病医院 皮肤病医院 市中区光明中路 13 号 常洪磊 常洪磊 0632－3355956

17 薛城协和肛肠专科医院 其他专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永福北路 张小慧 张小慧 0632-4419999

18 枣庄博爱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青檀南路 2号 王新 王新 0632－3331111

19 枣庄市中山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 286 号 袁自理 袁自理 3351818

20 枣庄骨伤医院 骨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君山西路 刘翠翠 刘翠翠 13791408156

21 枣庄市商业医院 综合医院 市中区建国街 16 号 杨其军 杨其军 3301271

22 枣庄金盾医院 综合医院 市中区兴华路３号 林玉付 林玉付 15949948467

23 滕州协和妇科医院 妇产（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荆河中路问天广

场 71 号
林志雄 林志雄 3912222

24 山亭骨伤医院 骨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府前路 王光亮 王光亮 8823120

25 枣庄东方妇科医院 妇产（科）医院 市中区青檀中路 4号 肖志明 肖志明 369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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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枣庄友谊医院 康复医院
市中区人民路与解放路交界处东 200

米路南
刘胜建 刘胜建 0632－2130214

27 枣庄仁和医院 耳鼻喉医院 枣庄经济开发区长江路 2号 马桂兰 马桂兰 0632－3311331

28 枣庄市按摩医院 其他专科医院 市中区文化路少年街 22 号 丁爱军 丁爱军 0632-3311858

29 滕州英华医院 康复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北辛街道新兴路

北首（周楼）
张云璐 张云璐 5656120

30 滕州伤骨医院 骨科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善南街道 闫超 闫超 0632－5667166

31 滕州金林口腔医院 口腔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北辛街道善国北

路 35 号
何夏青 何夏青 3321017

32 台儿庄康宁慢性病专科医院 康复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金光路西首 贾涛 贾涛 0632－6652782

33 枣庄海化薛焦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临泉路 68 号 周思远 周思远 4420959

34 枣庄市口腔医院 口腔医院

市中区解放中路 140 号、薛城区黄河

东路四季菁华南门秋实园小区 2号门

市、滕州市学院路 2222 号

马先军 5115515

35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市中区解放北路 156 号 周爱国 3211816

36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薛城区燕山中路 李文 4426837

37 枣庄矿业集团枣庄医院 综合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胜利路 188 号；君山路

150 号；长兴路 2号；长青路 5号
杨恭义 4071437

38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滕州市杏坛路 181 号 杨琼 551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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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病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汇泉东路 6号；枣庄市

市中区兴华路 10 号；枣庄市峄城区建

设路中段东侧 17 号 A 栋

贺敬义 3264672

40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台儿庄区华兴路 19 号 王涛 6618003

41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山亭区新城北京路 王道峰 8833111

42

枣庄市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

学枣庄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

四临床医学院）

中医（综合）医

院

枣庄市市中区公胜街 24 号、兴华路 65

号、文化路 81 号、龙头中路 28 号
王成祥 3068008

43 枣庄市立医院 综合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龙头中路 41 号、枣庄市

中区振兴中路（枣庄市委宿舍）、枣

庄市中区市府老院老市政府食堂二

楼、枣庄市中区光明东路（东郊居民

小区）

张令刚 3318934

44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综合医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祁连山路、陶庄

镇、薛城区泰山中路 109 号
陈学刚 4060008

45 枣庄市皮肤病性病防治院 皮肤病医院 滕州市学院路 2222 号 李怀章 5514201

46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妇幼保健院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东路 25 号 吴修荣 3314584

47 枣庄市王开传染病医院 传染病医院 山东省滕州市文昌路 21 号 褚衍友 5268007

48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枣庄市峄城区宏学路 4号 张敬银 77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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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枣庄矿业集团东郊医院 精神病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乡 申永来 4070421

50 枣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健康检查 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 223 号 路开顺 吴成银 15165881803

51 滕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健康检查 滕州市善国北路 53 号
黄孝全 孟宪新

5594883

52 薛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健康检查 薛城区临山路 贾继芳 秦华辉 17863282065

53 峄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健康检查 峄城区承水中路 258 号 杨学文 陈永明 7783861

54 山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健康检查 山亭区府前路 24 号 张绪明 张磊 18506372012

55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

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职业病诊断、职

业健康检查
枣庄市薛城区泰山路 118 号 洪涛 刘尚军

18963289502

56 山东新吉通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枣庄市薛城区珠江路 88 号 宋明新 宋明新 4016008

57 山东华宇碧尔水处理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薛城区永福北路 徐玉富 徐玉富 4086943

58 滕州科圣泉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滕州市东郭镇辛绪工业园 李治强 李治强 5500853

59 枣庄翼云管业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山亭区 09 公路西 李冰 李冰 8811083

60
山东鲁化尚博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滕州市经济开发区郭河路南侧 张趵铭 张趵铭 5991069

61 山东艾菲尔管业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滕州市益康大道 2369 号 王发炎 王发炎 5990456

62 山东太极龙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市中区长江四路永安乡 刘金峰 刘金峰 32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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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山东易路通管业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市中区光明大道北侧 2699 号 赵成东 赵成东 3333069

64 滕州市世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滕州市龙泉南路董村南首 庞贵林 庞贵林 18763250999

65 枣庄嘉泰商贸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市中区齐村汤庄村 丛日新 丛日新 18266027666

66 滕州市安诺工贸有限公司
涉水产品生产

经营
滕州市东沙河镇 张崇峰 张崇峰 5061366

67 枣庄荣昌纸塑品厂
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
山亭区城头镇杜长巷村 杜永伟 杜永伟 8717999

68 枣庄同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
枣庄市经济开发区谷山路 22 号 陈浮 陈浮 13516326668

69 枣庄市市中区嘉誉纸品厂
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
市中区东井路 4-6 号 贾宝章 贾宝章 3063599

70 枣庄正恒药业有限公司
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
薛城区民营经济园 何兆前 何兆前 13793731296

71 滕州市华宝卫生制品有限公司
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
滕州市经济开发区腾飞路 809 号 孙卫卫 孙卫卫 5667466

72 山东大明消毒科技有限公司
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
滕州市工业园区恒源路 1366 号 邵长银 邵长银 5863768



- 15 -

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卫生计生检查对象的监督管理，规范卫生计

生行政执法行为，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效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

环境，根据《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开展随机抽查规范事中

事后监管的实施方案》、《枣庄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关

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精神 ，

结合我市卫生计生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双随机”抽查，是指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依据卫生计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随机选派检查人员，

对列入随机抽查名单的检查对象依照法定职责进行的执法检查，

并将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公开的监管方式。

第三条 随机抽查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等原则，切实

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第四条 市卫生计生委根据卫生计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事项的名称、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等，并向社会公示。

市卫生计生委根据卫生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简政放

权工作实际，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

第五条 市卫生计生委应当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检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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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库应当包括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单位地址、联系人、联

系方式等。检查对象名录库依据检查对象的变动情况，进行动态

调整。

第六条 市卫生计生委应当建立执法人员名录库。执法人员

名录库应当包括执法人员姓名、性别、执法专业、执法证号、单

位等内容。

执法人员应当取得山东省行政执法证，未取得山东省行政执

法证的人员不得列入执法人员名录库。

执法人员名录库随人员单位变动、岗位调整等因素给予动态

调整。

第七条 市卫生计生委相关业务科室、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应

当合理安排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既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

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

随机抽查事项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一次，抽查比例根据当年

工作情况和省卫计委要求合理确定。对投诉举报多、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检查对象，要加大随机抽

查力度。

第八条 随机抽查可以采取定向抽查或者不定向抽查的方

式。定向抽查是指按照检查对象类型、性质及所在的区域等特定

条件随机抽取确定检查对象进行监督检查。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

定条件，随机抽取确定检查对象进行监督检查。对专业性较强的

监督检查工作，一般应当采取定向抽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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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开展随机抽查工作前，应当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

式，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从执法人员名录

库中随机抽取 2 名以上的执法人员。

抽取执法人员时，可以从本部门的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

取执法人员，也可以从本部门与下级部门的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

机抽取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回避

可采取与其他执法人员交换被检查对象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参

与本次执法检查的方式。确定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再次随机

抽取替代执法人员。

第十条 执法人员应当依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载明的抽查

内容及相关要求，采取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抽查检查 。

第十一条 “双随机”抽查要全面公开、全程留痕，实现责

任可追溯。执法人员开展抽查应进行执法全过程记录。

第十二条 执法人员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完成检查报告，及时呈报负责人。检查报告应当包括检查时间、

检查内容、检查情况，以及处理意见和建议等事项。责任科室要

及时做好检查档案归档并妥善保管。

第十三条 “双随机”抽查事项实行“一检查一通报”制度 ，

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提高检查活动的透明度，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

第十四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属于本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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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

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将案件线索移送相应监管部门依法处理，涉

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与相关部门建立随机抽查情况共享机制，建立健

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失信联合惩戒和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一

处违规、处处受限。

第十六条 随机抽查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遵守工作纪律，依法行政、廉洁执法，

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秩序。

第十七条 对于在抽查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处分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http://gw.yjbys.com/zh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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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校对人：王国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