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狮市卫生健康局关于 2022 年 12 月行政许可的公示

序号 审批时间 审批事项 申请人/单位 法律依据 法律条件 决定日期 办理流程 办理结果

1 2022-12-30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李月廷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30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2 2022-12-30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虞莹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2022-12-30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3 2022-12-30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黄小敏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2022-12-30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项的，可以办理

4 2022-12-29 护士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

王莉英 护士条例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

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应当办理

变更注册。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

交办或者批准的任务以及履行医

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活动，包

括经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

学术交流等除外。

2022-12-29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5 2022-12-2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邹敏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2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6 2022-12-29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王秀娟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9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7 2022-12-29 医疗机构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预评

价报告审核

石狮文惠口腔

门诊部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

法

医疗机构新建、扩建、改建放射

诊疗建设项目时，按照其开展的

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别向相

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办

理。

2022-12-29 受理、决定 建设项目设计

卫生审查认可

书

8 2022-12-28 护士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

吴燕婷 护士条例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

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应当办理

变更注册。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

交办或者批准的任务以及履行医

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活动，包

2022-12-28 受理、决定 建设项目设计

卫生审查认可

书



括经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

学术交流等除外。

9 2022-12-28 医师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刘鑫余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可以办理。

2022-12-28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10 2022-12-28 医师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邹小军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可以办理。

2022-12-28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11 2022-12-28 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_变更_执
业地点

石狮曾国荣口

腔门诊部

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构，机构

执业地点变更的，可以办理。

2022-12-28 受理、决定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12 2022-12-28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郭常伟口

腔科诊所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28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13 2022-12-28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林晓祥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8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14 2022-12-27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李新茹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2022-12-27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15 2022-12-27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邱子涵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2022-12-27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6 2022-12-27 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_延续

石狮市医院 福建省医疗机

构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效

期届满前，可以办理

2022-12-27 受理、审查、

决定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17 2022-12-27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舒仁波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7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执业机构

18 2022-12-27 医师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蔡鸿棋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可以办理。

2022-12-27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19 2022-12-26 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_停业

锦尚镇东店村

卫生室

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

[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
年国务院令第 149 号发布，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正） 第三

十四条 医疗机构停业，必须经

登记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

迁建原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

过一年。

2022-12-26 受理、决定 收回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20 2022-12-26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王煜桦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6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21 2022-12-2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刘杰荣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2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22 2022-12-2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刘杰荣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2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23 2022-12-23 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_延续

石狮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福建省医疗机

构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效

期届满前，可以办理

2022-12-23 受理、审查、

决定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24 2022-12-23 护士执业注册

_重新注册

吴晓梅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执业注册护士存在下述情形：

（一）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注

册的;（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

书》处罚，自吊销之日起满 2 年

2022-12-23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的，可办理重新注册。

25 2022-12-23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和山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23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26 2022-12-23 护士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

林思思 护士条例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

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应当办理

变更注册。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

交办或者批准的任务以及履行医

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活动，包

括经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

学术交流等除外。

2022-12-23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27 2022-12-23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庄学霖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3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28 2022-12-23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吴文广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3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29 2022-12-23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刘琳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23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30 2022-12-23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孙小姣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3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31 2022-12-23 护士执业注册 张文芳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2022-12-23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_延续注册 管理办法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32 2022-12-22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蒋少秋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22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33 2022-12-22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玉香美

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22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34 2022-12-21 医师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高新会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可以办理。

2022-12-21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35 2022-12-21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蔡佳琳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2022-12-21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36 2022-12-21 护士执业注册 蔡萍萍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2022-12-21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_延续注册 管理办法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37 2022-12-21 医师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杨嘉瑶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可以办理。

2022-12-21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38 2022-12-21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王玉芬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21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39 2022-12-21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郭淑玲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21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40 2022-12-20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范围

陈世权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范围的，可以办理

2022-12-20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41 2022-12-20 护士执业注册

_证书遗失补

发

于俏 国家卫生健康

委关于做好下

放护士执业注

册审批有关工

作的通知

[规范性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关

于做好下放护士执业注册审批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
37 号）

2022-12-20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42 2022-12-20 护士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

于俏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

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应当办理

变更注册。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

交办或者批准的任务以及履行医

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活动，包

括经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

学术交流等除外。

2022-12-20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43 2022-12-20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陈琦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20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44 2022-12-19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张馨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19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45 2022-12-1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洪均足

浴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2022-12-1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46 2022-12-1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小芳足

浴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2022-12-1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47 2022-12-19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王万理口

腔门诊部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19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48 2022-12-19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李军口腔

科诊所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19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49 2022-12-19 医疗机构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预评

价报告审核

邱丽红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

法

医疗机构新建、扩建、改建放射

诊疗建设项目时，按照其开展的

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分别向相

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办

理。

2022-12-19 受理、决定 建设项目设计

卫生审查认可

书

50 2022-12-16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_校验

石狮市医院 母婴保健专项

技术服务许可

及人员资格管

理办法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

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2019 年

卫生健康委令第 2 号）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每 3 年校验 1 次，校验由原

2022-12-16 受理、决定 建设项目设计

卫生审查认可

书



登记机关办理。

51 2022-12-16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_校验

石狮市蚶江镇

卫生院

母婴保健专项

技术服务许可

及人员资格管

理办法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

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2019 年

卫生健康委令第 2 号）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每 3 年校验 1 次，校验由原

登记机关办理。

2022-12-16 受理、决定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

证

52 2022-12-16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_校验

石狮市凤里社

区卫生服务中

心

母婴保健专项

技术服务许可

及人员资格管

理办法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

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2019 年

卫生健康委令第 2 号）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每 3 年校验 1 次，校验由原

登记机关办理。

2022-12-16 受理、决定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

证

53 2022-12-16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黄美玟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2022-12-16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54 2022-12-16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_校验

石狮市祥芝镇

卫生院

母婴保健专项

技术服务许可

及人员资格管

理办法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

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2019 年

卫生健康委令第 2 号）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每 3 年校验 1 次，校验由原

登记机关办理。

2022-12-16 受理、决定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

证

55 2022-12-16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_校验

石狮市妇幼保

健院

母婴保健专项

技术服务许可

及人员资格管

理办法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

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2019 年

卫生健康委令第 2 号）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每 3 年校验 1 次，校验由原

登记机关办理。

2022-12-16 受理、决定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

证

56 2022-12-16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_校验

石狮市妇幼保

健院

母婴保健专项

技术服务许可

及人员资格管

理办法

[规章]《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

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2019 年

卫生健康委令第 2 号） 第七条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每 3 年校验 1 次，校验由原

登记机关办理。

2022-12-16 受理、决定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

证

57 2022-12-16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柯昌凤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16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58 2022-12-15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剪派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2022-12-15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细则 办理。

59 2022-12-15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林小毅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15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60 2022-12-15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雅雯美

甲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2022-12-15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61 2022-12-14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梵客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14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62 2022-12-14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黄金旺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14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执业机构

63 2022-12-14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曾国荣口

腔门诊部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14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64 2022-12-14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市永宁镇

卫生院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14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65 2022-12-13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秀秀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13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66 2022-12-13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米多靓

妆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13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67 2022-12-13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玉颜百

草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2022-12-13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68 2022-12-13 医师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林君妍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可以办理。

2022-12-13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69 2022-12-12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丽印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2022-12-12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70 2022-12-12 公共场所卫生 石狮市风轻云 公共场所卫生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2022-12-12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许可_新证 淡养生店 管理条例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71 2022-12-12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范围

林雅萍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范围的，可以办理

2022-12-12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72 2022-12-12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悦美荟

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2022-12-12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73 2022-12-12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洪如萍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2022-12-12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74 2022-12-09 公共场所卫生 石狮市明兰足 公共场所卫生 公共场所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 2022-12-0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许可_变更_经
营项目、经营

场所地址

浴店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址变更的，可以办理。

75 2022-12-09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范围

王国斌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范围的，可以办理

2022-12-09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76 2022-12-0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依斯卡

小钟小高化妆

品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77 2022-12-0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曼姝莎

华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78 2022-12-0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古艺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79 2022-12-09 医师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唐瑞飞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可以办理。

2022-12-09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80 2022-12-0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体之元

养生馆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2022-12-0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81 2022-12-0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变更_单
位名称、法定

代表人（负责

人）、地址（路

名、门牌）

石狮市香漫丽

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公共场所经营地址路

名、门牌号变更的，可以办理

2022-12-0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82 2022-12-09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仟夕颜

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2022-12-09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83 2022-12-08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泉州泰和医院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08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84 2022-12-08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仁德康复

医院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08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85 2022-12-08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市锦尚镇

卫生院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08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86 2022-12-08 医疗机构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

石狮李金石口

腔门诊部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

法

医疗机构 新建、扩建、改建放射

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已进

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按

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

别，分别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

提出申请办理。

2022-12-08 受理、审查、

决定

建设项目竣工

卫生竣工验收

书

87 2022-12-08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荣誉美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8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88 2022-12-08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阿云美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8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89 2022-12-08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变更_单
位名称、法定

代表人（负责

人）、地址（路

名、门牌）

石狮市金沙商

务大酒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公共场所经营地址路

名、门牌号变更的，可以办理

2022-12-08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90 2022-12-07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金兴商

务酒店有限公

司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91 2022-12-07 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_变更_法
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

宝盖镇塘头卫

生所

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

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并在有效期内的医疗机构，机构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变更

的，可以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92 2022-12-07 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_延续

宝盖镇塘头村

卫生所

福建省医疗机

构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效

期届满前，可以办理

2022-12-07 受理、审查、

决定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93 2022-12-07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啊荣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94 2022-12-07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周雅珍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95 2022-12-07 公共场所卫生 石狮市谢美玉 公共场所卫生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2022-12-07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许可_延续 理发店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96 2022-12-07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郭国愿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97 2022-12-07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许玲玲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98 2022-12-07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阿泉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99 2022-12-07 护士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

谢玉华 护士条例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

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应当办理

变更注册。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

交办或者批准的任务以及履行医

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活动，包

括经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

学术交流等除外。

2022-12-07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00 2022-12-07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阿敏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7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01 2022-12-0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变更_单
位名称、法定

石狮市利豪温

洲大酒店有限

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公共场所经营地址路

名、门牌号变更的，可以办理

2022-12-0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代表人（负责

人）、地址（路

名、门牌）

102 2022-12-0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睿美美

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2022-12-0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03 2022-12-0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变更_经
营项目、经营

场所地址

泉州越容芝美

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

址变更的，可以办理。

2022-12-0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04 2022-12-0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岷皓时

尚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2022-12-0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细则 办理。

105 2022-12-0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爱妃思

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2022-12-0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06 2022-12-06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优乐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6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07 2022-12-05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华先森

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2022-12-05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108 2022-12-05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陈紫盈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2022-12-05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者功能障碍。

109 2022-12-05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周薇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05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10 2022-12-05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周相伶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05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111 2022-12-05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知颜美

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2022-12-05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12 2022-12-05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谭鑫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05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13 2022-12-05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青艺理

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5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14 2022-12-05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伊然美

容美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5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15 2022-12-05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蔡丽咪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05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16 2022-12-02 护士执业注册

_延续注册

吴丽超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

续执业的，可以办理。

2022-12-02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17 2022-12-02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黄文力口

腔科诊所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02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118 2022-12-02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校
验

石狮王毓霖口

腔门诊部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证

校验时，同时办理

2022-12-02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119 2022-12-02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_新
证

石狮谢春威口

腔科诊所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

[规章]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令第 8 号修正） 第六

条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作，

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

经核准登记的医学影像科诊疗科

目; (二)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

规定的放射诊疗场所和配套设施;

2022-12-02 受理、审查、

决定

放射诊疗许可

证



(三)具有质量控制与安全防护专

(兼)职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并配

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 ;
(四)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

废物的，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

废物、固体废物达标排放的处理

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案; (五)具
有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第十

一条 医疗机构设置放射诊疗项

目，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

工作的类别，分别向相应的卫生

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审

查、竣工验收和设置放射诊疗项

目申请: (一)开展放射治疗、核医

学工作的，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申请办理; (二)开展介入放射学工

作的，向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

门申请办理; (三)开展 X 射线影像

诊断工作的，向县级卫生行政部

门申请办理。 同时开展不同类别

放射诊疗工作的，向具有高类别

审批权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

理。

120 2022-12-02 护士执业注册

_重新注册

饶美玲 护士执业注册

管理办法

执业注册护士存在下述情形：

（一）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注

册的;（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

2022-12-02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书》处罚，自吊销之日起满 2 年

的，可办理重新注册。

121 2022-12-02 护士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

刘凤 护士条例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

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应当办理

变更注册。但承担卫生行政部门

交办或者批准的任务以及履行医

疗卫生机构职责的护理活动，包

括经医疗卫生机构批准的进修、

学术交流等除外。

2022-12-02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22 2022-12-02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蒂芙妮

美容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2022-12-02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23 2022-12-02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延续

石狮市万佳创

意酒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公共场所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的，可以

办理。

2022-12-02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124 2022-12-02 护士执业注册

_首次注册

卢雅琳 护士条例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以办理：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

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

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

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卫生部组织的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五）

无精神病史； （六）无色盲、色

弱、双耳听力障碍； （七）无影

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

者功能障碍。

2022-12-02 受理、决定 护士执业证书

125 2022-12-01 医师执业注册

_变更注册_执
业地点和主要

执业机构

邓丽娟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执

业地点和主要执业机构等注册事

项的，可以办理

2022-12-01 受理、决定 医师执业证书

126 2022-12-01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_新证

石狮市梦玉化

妆品店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

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办理： 1、
经当地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公共场

所【包括 7 类 19 种行业：宾馆、

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

2022-12-01 受理、决定 卫生许可证



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车(机、

船)室】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

请； 2、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符合卫生条件和要求的营业场

所； 3、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

的卫生设备、设施； 4、有健全

的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

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从业人员经过上岗前培训、健

康检查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