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温卫发 C2017] 277 号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公布保留和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

通知



附件 1

保留(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 ((关于印发〈温州市医学重点学科(专科)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温卫医(2004J 155 号)

2. ((关于印发〈温州市科技计划成果验收实施细则(试行) >

的通知))(温卫医 (2005 J 64 号)

3. ((关于印发〈温州市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规定(试

行) >的通知))(温卫医 (2008J 12 号)

4. ((温州市卫生局关于落实扩大县(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的通知))(温卫办 (2009 J 64 号)(其中有关农村合作医疗监

督与管理、化妆品卫生行政处罚( 5000 元以上)、化妆品监管、

食品量化分级 B 级单位审批的规定予以废止)

5. ((关于乡村医生再注册有关问题的批复))(温卫医 (2009J

168 号)

6. ((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温卫法(2009J 177

号)

7. ((关于印发温州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温卫医 (2009J 211 号)

8. ((关于继续做好医疗机构使用卫生技术人员执业管理的通

知))(温卫医(2010J 2 号)

9. ((关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温卫医 (2010 J

?
"



127 号)

10. ((关于加强卫生、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

供血工作联系的通知)) (温卫医 [2010J 143 号)

11. ((关于印发〈温州市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实施方

案〉的通知))(温卫医[2011 J 41 号)

12. ((关于印发〈温州市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温卫医 [2011] 47 号)

13. ((温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温州市打击

查处"两非"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温人口计生 [2011 J

49 号)

14. ((关于印发温州市病残儿医学鉴定工作规范(试行)的

通知))(温人口计生委办 [2012J 45 号)

15. ((关于印发温州市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

程"工作方案的通知))(温卫医 [2012J 76 号)

16. ((关于为无偿献血者提供医疗优先服务的通知))(温卫医

[2012 J 312 号)

17. ((关于印发温州市卫生局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管理与责任

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温卫医 (2012 J 316 号)

18. ((关于进一步推进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的通知))(温卫基妇 [2012 J 317 号)

19. ((关于印发〈温州市产前保健服务规范(试行) >的通知》

(温卫基妇 [2012 J 3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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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关于印发〈温州市儿童保健工作规范(试行) >的通知》

(温卫基妇 (2012 J 390 号)

21.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无偿献血者医疗优先服务的通知》

(温卫医 (2012J 437 号)

22. ((关于印发〈温州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方案(试

行) >的通知))(温卫医 (2013J 49 号)

23.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传染病诊疗及转诊工作的通知》

(温卫疾监 (2013J 259 号)

24. ((关于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职能的通知))(温卫

疾监 (2013J 289 号)

25. ((关于下发民办医疗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市本级奖励补助

奖金申报办法的通知)) (温卫财 (2013J 312 号)

26. ((关于印发温州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温卫疾监 (2013J 338 号)

27.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高危赶娓管理工作的通知))(温卫

基妇 (2013J 369 号)

28. ((温州市卫生局关于调整和明确有关行政审批及其批后

监管职责的通知))(温卫审 (2013J 342 号)

29. ((温州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与管理事项的

通知))(温卫审 (2013J 443 号)

3 O. ((关于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预约和上门无休日服务工

作的通知))(温人口计生 (2014J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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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规范医疗卫生机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收集处

置工作的通知))(温卫医 [2014J 217 号)

32. ((温州市卫生局关于下放学校卫生管理的通知)) (温卫

疾监 [2014J 252 号)

33. ((温州市卫生局关于继续下放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的通

知))(温卫审[2014J 253 号)

34. ((关于印发温州市美沙酬维持治疗门诊部、服药点工作

规范的通知))(温卫疾监 [2014J 261 号)

35. ((关于印发温州市新生儿聋病基因筛查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温卫基妇 (2014 J 307 号)

36. ((关于印发温州市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医学装备报废报损

实施细则的通知))(温卫财 [2015J 17 号)

37.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温州市孕产妇

和 0-6 岁儿童健康分级服务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X 温卫发 [2015J

155 号)

38.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委托办理病媒生物
预防控制服务单位备案的通知))(温卫发 (2015 J 160 号)

39. ((关于印发温州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机制创新试点

工作方案的通知))(温卫发 (2015 J 312 号)

4 O.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温州市财政局温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温州市责任医生签约服务绩

效考核办法(试行) >的通知))(温卫办[2016J 1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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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医疗机构

法律事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温卫发 (2016 J 194 号)

42.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温州市卫计委

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技诉请求清单的通知)) (温卫发

(2016J 209 号)

43.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公布保留和废止行

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温卫发 (2016 J 234 号)

44. ((温州市市直属公立医院固有资产集中处置暂行办法》

(温卫发 (2017] 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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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 ((关于印发〈温州市产前诊断管理办法〉的通知))(温卫疾

监 (2003J 108 号)

2. ((关于印发温州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责任追究制度的通

知))(温卫办 (2005J 175 号)

3. ((关于进一步落实各项医疗服务优待政策的通知))(温卫

办 (2007J 81 号)

4. ((关于落实〈温州市军人抚恤优待办法〉中有关医疗服务优

待的通知))(温卫办 (2008J 116 号)

5. ((关于下放特殊生育等三项审批权限的通知)) (温人口计

生 (2009J 9 号)

6. ((关于继续下放特殊生育等三项审批权限的通知)) (温人

口计生 (2010J 19 号)

7. ((关于印发〈温州市市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意见(暂

行) >的通知))(温卫医 (2010J 21 号)

8. ((关于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机构美沙酬口服液管理有关事项

的通知))(温卫疾监 (2011J 121 号)

9. ((关于切实加强城市医生下基层服务工作的通知》温卫人

(2012J 92 号

1 O. ((关于市直属医疗卫生单位技资项目建设管理费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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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温卫财 (2012 J 145 号

11. ((关于印发温州市救护车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温卫医

(2013J 191 号

12. ((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温卫

疾监 (2014J 167 号)

抄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室、市法制办，温州医科

大学及附属各医院。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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