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东市2019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检结果汇总表

被监督单位 监督专业 检查/检验项目 监督检查情况

时尚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10.生活美
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因经营不善而关闭

街子镇塘坊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药师、护士、医
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
药品、精神药品、抗菌药物、医疗器械）管
理情况;4.医疗技术管理情况;5.医疗文书
（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管理情况。

合格

马场垣乡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青海省海东市中心血
站

传染病防治

1.预防接种管理情况2.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3.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4.消毒隔离措施落实
情况5.医疗废物管理6.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

给予行政警告处罚



青海省海东市中心血
站

血液安全

1.资质管理：按照许可范围开展工作；
从业人员取得相关岗位执业资格或者执业注
册而从事血液安全工作；
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耗材2.血源管理：按规
定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进行身份核实、健康
征询和体检；按要求检测新浆员和间隔180 
天的浆员的血浆；未超量、频繁采集血液
（浆）；未采集冒名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
格者血液(血浆)
3.血液检测：血液（浆）检测项目齐全；按
规定保存血液标本；按规定保存工作记录；
对检测不合格或者报废的血液（浆），按有
关规定处理4.包装储存运输：包装、储存、
运输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5.其
他：未非法采集、供应、倒卖血液、血浆

合格

互助福星医院 计划生育 1.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
2.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3.制度建立情况

合格

乐都区碾伯镇岗沟卫
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欣发源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10.生活美
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菌群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
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合格

乐都圣剪 公共场所卫生 关闭

又一春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李学莲流行前
线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金剪姐美发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发丝缘美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卡魅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淑梅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美佳人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阿兰审美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名剪理发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井田造型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10.生活美
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菌群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
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合格
艺缘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零度美发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花之雨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康泰大酒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9.住宿场
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全套或者
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情况;2.开
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
情况;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测任务，检测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
数；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合格

乐都区金瑞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爵士音乐会所旗舰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
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规定
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
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
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客用
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合格

红星歌舞厅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爵士会所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乐都区光明开心花儿
歌舞厅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
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规定
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
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
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客用
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合格

海东市水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2.水源卫生防护情
况;3.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
况;4.供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况;5.涉
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6.水质消毒情
况;7.水质自检情况;8.农村水厂纳入监督协
管服务情况##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
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
量检测。

合格

苗圃淋浴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1.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
菌群；
2.修脚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合格

乐都区海河淋浴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纽菲力游泳健身会所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1.游泳
池水浑浊度、游离性余氯、pH、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和尿素；2.浸脚池水余氯。

合格

海东市乐都区华西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1.二次供水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2.二次
供水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3.水质自检
情况;4.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
况;5.供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况;6.二
次供水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
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海东市乐都区华都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西宁伟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海东分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海东市乐都区永康医
疗有限责任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海东市乐都区凯丽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海东市乐都区国明物
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乐都藏医院 放射卫生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许可管理
情况;3、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
况;4、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5、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健康管理情况;6、开展放射诊疗人
员条件管理情况;7、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
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8、放射性伤害
事件预防处置情况;9、职业病病人管理情
况;10、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11、核医
学诊疗管理情况;12、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
况;13、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合格

乐都二中 学校卫生
1、学校落实教学环境卫生要求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
4、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情况。##
1、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教室和学生宿
舍人均面积的检测;
2、现场开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
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乐都县一中分校 学校卫生

1、学校落实教学环境卫生要求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
4、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情况。##
1、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教室和学生宿
舍人均面积的检测;
2、现场开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
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中岭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丹东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碾伯镇陶马家村卫生
室1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
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港澳
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药
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
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抗菌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
4、医疗技术（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
细胞临床研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高庙镇段堡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乐都区瞿昙镇中心卫

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七里店痔瘘专科门诊
部

医疗卫生 合格

共和乡大庄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李家乡合尔红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不合格

达拉乡达拉滩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城台乡下台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瞿昙镇亲仁阴坡村卫

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高庙镇蒲家墩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寿乐镇仓岭沟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不合格

马厂乡马厂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李家乡东马营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引胜路社区卫生服务
站

医疗卫生 不合格

乐都区峰堆乡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马营乡上浪卡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雨润镇汉庄村卫生室2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
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港澳
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药
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
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抗菌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
4、医疗技术（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
细胞临床研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乐都区马厂乡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蒲台乡桃红营头庄村

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北门路社区卫生服务
站

医疗卫生 合格

碾伯镇东关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瞿昙镇斜中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碾伯镇陶马家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
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
3、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
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
记和报告记录情况;
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
2、开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
4、是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
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
2、按规定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
情况;
3、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
、污水和医疗废物情况;
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情况;
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控制措施
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
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
4、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情况;
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
2、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
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
4、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
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培训、考核情况;
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
4、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
交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高庙镇蒲家墩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高庙镇段堡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七里店痔瘘专科门诊

部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马营乡上浪卡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李家乡合尔红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不合格

城台乡下台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瞿昙镇亲仁阴坡村卫
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瞿昙镇斜中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马厂乡马厂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蒲台乡桃红营头庄村

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共和乡大庄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寿乐镇仓岭沟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碾伯镇东关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乐都区峰堆乡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海东市乐都区第二人

民医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马场乡甘沟滩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雨润镇汉庄村卫生室2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乐都区马厂乡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北门路社区卫生服务
站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
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
3、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
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
记和报告记录情况;
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
2、开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
4、是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
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
2、按规定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
情况;
3、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
、污水和医疗废物情况;
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情况;
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控制措施
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
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
4、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情况;
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
2、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
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
4、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
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培训、考核情况;
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
4、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
交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李家乡东马营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乐都区瞿昙镇中心卫
生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达拉乡达拉滩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海东市大润消毒有限
公司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1、用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
2、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
标准情况;
3、消毒后的餐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
1、出厂的餐饮具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
2、出厂的餐饮具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
关内容情况。

合格

乐都区新龙彦餐具消
毒有限公司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合格

乐都区中坝乡卫生院 计划生育 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
1、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2、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3、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
资质情况;
4、开展人类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
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
执业;
2、人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目执业;
3、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标准;
4、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查验
登记;
5、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查验身份证、
结婚证;
6、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是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
则;
7、出具医学证明文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
8、病历、记录、档案等医疗文书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
9、是否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
10、是否依法发布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广告;
11、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制度建立情况
1、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
况;
2、是否建立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制度
情况;
3、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追踪观察
制度情况;
4、是否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
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情况;
5、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况;
6、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的
其他管理制度情况。

合格
乐都区中岭乡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城台乡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达拉乡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

人民医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雨润镇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寿乐镇引胜卫

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海东市乐都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芦化乡中心卫
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瞿昙镇中心卫
生院

计划生育

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
1、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2、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3、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
资质情况;
4、开展人类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
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
执业;
2、人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目执业;
3、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标准;
4、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查验
登记;
5、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查验身份证、
结婚证;
6、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是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
则;
7、出具医学证明文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
8、病历、记录、档案等医疗文书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
9、是否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
10、是否依法发布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广告;
11、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制度建立情况
1、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
况;
2、是否建立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制度
情况;
3、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追踪观察
制度情况;
4、是否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
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情况;
5、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况;
6、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的
其他管理制度情况。

合格

乐都区高庙镇中心卫
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蒲台乡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洪水镇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马营乡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高店镇中心卫
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乐都区李家乡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天梅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卫
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10.生活美
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菌群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
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关闭

东尼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海东市平安区纤手造
型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关闭

平安县亮点美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六号专业发型设计室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卫
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10.生活美
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菌群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
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合格

艺新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好来家连锁品质酒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情况
2.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
评价情况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
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

合格

海东市宏达商贸有限
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平安海峰宾馆有限公
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青海嘉晟饭店有限公
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平安恺洋大酒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恒通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青海海兴饭店有限公
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海东市海东大饭店有
限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平安海峰宾馆有限公
司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2. 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
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5. 按
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
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
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8.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情况2.开
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
情况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1.游泳池水浑浊度、游离性余氯、pH、细菌
总数、大肠菌群和尿素；
2.浸脚池水余氯。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测任
务，检测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
真菌总数；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合格

青海誉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东方壹号分公

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东村等八村人饮工程 生活饮用水卫生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3.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况4.供
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况5.涉水产品卫
生许可批件情况6.水质消毒情况7.水质自检
情况8.农村水厂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阳光恒昌物业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
司（金阳光小区）

生活饮用水卫生 1.二次供水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2.二次
供水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3.水质自检
情况4.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况
5.供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况6.二次供
水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
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平安万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幸福嘉苑）

生活饮用水卫生

1.二次供水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2.二次
供水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3.水质自检
情况4.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况
5.供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况6.二次供
水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
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海东市高铁新区医院 放射卫生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许可管理
情况;3、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
况;4、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5、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健康管理情况;
6、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7、对患
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
况;8、放射性伤害事件预防处置情况;9、职
业病病人管理情况;10、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
情况;11、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12、放射性
同位素管理情况;
13、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合格

海东市人民医院 放射卫生 合格

平安皓齿口腔专科医
院

放射卫生 合格

三合镇骆驼堡学校 学校卫生

1、学校落实教学环境卫生要求情况;2、学校
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3、学校
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4、纳入卫生监督
协管情况。##1、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
教室和学生宿舍人均面积的检测;2、现场开
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
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三合镇东村小学 学校卫生 关闭

平安镇沈家完全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石灰窑乡中心学校

（宜麻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沙沟回族乡树尔湾完
全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古城乡石壁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平安镇西村完全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平安县巴藏沟回族乡

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法台完全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平安县沙沟乡石沟沿

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平安正阳互联网中医
医院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平安藏医院 医疗卫生 不合格



海东市平安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体检门诊

部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海东市平安区洪水泉
乡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洪水泉乡井尔沟村卫
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小峡镇三十里铺村卫
生室2

医疗卫生 合格

巴藏沟乡河东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海东市平安区洪水泉
乡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
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
、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
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
记和报告记录情况;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
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1
、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3、传染病疫情登
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否存在瞒报、缓
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传染病疫情控制
情况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
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
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
污水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
测职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
染病控制措施情况。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1
、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2、开展消
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3、消毒隔离知识培
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情况;5、
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情况。医疗
废物管理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2、
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废物暂
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4、医疗废物交接、运
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
培训、考核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
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小峡镇三十里铺村卫
生室2（田养智）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洪水泉乡井尔沟村卫
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巴藏沟乡河东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海东市平安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体检门诊

部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
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
、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
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
记和报告记录情况;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
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1
、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3、传染病疫情登
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否存在瞒报、缓
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传染病疫情控制
情况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
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
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
污水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
测职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
染病控制措施情况。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1
、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2、开展消
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3、消毒隔离知识培
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情况;5、
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情况。医疗
废物管理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2、
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废物暂
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4、医疗废物交接、运
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
培训、考核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
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平安区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

计划生育

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
1、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2、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3、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4、开展人类
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法律法规执行
情况;1、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
务项目执业;2、人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
目执业;3、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
标准;
4、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查验
登记;5、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查验身
份证、结婚证;
6、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是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
则;7、出具医学证明文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
合相关规定;8、病历、记录、档案等医疗文
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9、是否设置禁止“两
非”的警示标志;10、是否依法发布母婴保健
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广告;制度建立情况1、
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况;
2、是否建立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制度
情况;3、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追
踪观察制度情况;
4、是否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
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情况;
5、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况;6、
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其
他管理制度情况。

合格



民和县御指天骄生态
足道养生会所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1.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
菌群；2.修脚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

不合格

一剪缘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生活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菌群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关闭

梦妮丝精剪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千百度发型 公共场所卫生 不合格

梦瑶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民和县侯氏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不合格

民和县金莎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不合格

民和县晓梅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民和县发艺轩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丝美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民和县良子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关闭

维伊招待所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床上卧
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关闭

民和县南大街福鑫宾
馆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民和六洲假日饭店有
限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东源御景商务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床上卧
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合格

亚鑫超市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10.生活
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不合格

民和县丽都娱乐会所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室内空气中CO2、甲醛。

不合格

青海佰乐传媒有限公
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民和县野度娱乐会所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青海省民和县汽车站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室内空气中CO2、甲醛。

合格

官亭自来水供应站 生活饮用水卫生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3.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况4.供
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况5.涉水产品卫
生许可批件情况6.水质消毒情况7.水质自检
情况8.农村水厂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现
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古鄯水库水厂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古鄯镇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1、学校落实教学环境卫生要求情况;2、学校
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3、学校
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4、纳入卫生监督
协管情况。##1、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
教室和学生宿舍人均面积的检测;2、现场开
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
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民和县第二中学 学校卫生 合格
中川乡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川口镇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松树乡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马营镇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史纳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李二堡镇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巴州镇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南庄子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满坪镇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甘沟乡光明村卫生室

(韩登俊)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藏医门诊部 医疗卫生 合格
川口镇红卫村卫生室

(马玉红)
医疗卫生 合格



西沟乡卫生服务站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满坪中心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巴州镇祁家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马场垣乡下川口村卫
生室（梁格强）

医疗卫生 合格

李二堡镇前庞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隆治乡铁家村卫生室
（铁理英）

医疗卫生 合格

古鄯镇牙合村卫生室
(袁金鄯）

医疗卫生 合格

川口镇东垣村卫生室
第二医疗点

医疗卫生 合格

中川乡红崖村卫生室
（汪海波）

医疗卫生 关闭

川口镇吉家堡村卫生
室第二医疗点

医疗卫生 合格

转导乡后坪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马营镇鲍家山村卫生

室（马么乃）
医疗卫生 合格

川口镇南山村卫生室
第一医疗点

医疗卫生 关闭

马场垣乡马聚垣村卫
生室(马天亮）

医疗卫生 合格

中川乡清一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民和县第二人民医院 医疗卫生 合格
官亭镇光辉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李二堡镇张家湾村卫

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川口镇西大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医疗卫生 合格

民和县川口镇川垣社
区兴川小区卫生服务

站

医疗卫生 合格

巴州镇下宣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古鄯镇小岭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关闭



川口镇东垣村卫生室
(张盛琰)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中川乡前进村卫生室
（鲍全英）

医疗卫生 关闭

藏医门诊部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
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
、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
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
记和报告记录情况;
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
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为传
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消毒
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
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
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
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
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
检查验收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
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2、使用专用
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
施建立情况;4、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
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
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培训、考核情况;
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
4、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
交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西沟乡卫生服务站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马场垣乡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古鄯镇小岭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关闭
川口镇吉家堡村卫生

室第二医疗点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川口镇南山村卫生室
第一医疗点

传染病防治 关闭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满坪中心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川口镇东垣村卫生室
第二医疗点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马场垣乡马聚垣村卫
生室(马天亮）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官亭镇光辉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隆治乡铁家村卫生室

（铁理英）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马营镇鲍家山村卫生
室（马么乃）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中川乡清一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川口镇西大街社区卫

生服务站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马场垣乡下川口村卫
生室（梁格强）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中川乡前进村卫生室
（鲍全英）

传染病防治 关闭

转导乡后坪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巴州镇下宣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李二堡镇前庞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川口镇红卫村卫生室
(马玉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民和县川口镇川垣社
区兴川小区卫生服务

站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
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
、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
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
记和报告记录情况;
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
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为传
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消毒
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
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
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
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
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
检查验收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
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2、使用专用
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
施建立情况;4、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
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
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培训、考核情况;
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
4、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
交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李二堡镇张家湾村卫
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川口镇东垣村卫生室
(张盛琰)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巴州镇祁家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中川乡红崖村卫生室

（汪海波）
传染病防治 关闭

古鄯镇牙合村卫生室
(袁金鄯）

传染病防治 合格

甘沟乡光明村卫生室
(韩登俊)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龙彦福利餐具清洗消
毒服务部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1、用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2、使
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情况;3、消毒后的餐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
。##
1、出厂的餐饮具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2、
出厂的餐饮具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
内容情况。

关闭



民和民众医院 计划生育

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
1、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2、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3、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
资质情况;
4、开展人类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
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
执业;2、人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目执
业;3、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标
准;4、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
查验登记;5、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查
验身份证、结婚证;6、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是
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7、出具医学证明文
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8、病历、
记录、档案等医疗文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9
、是否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10、是
否依法发布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广
告;
11、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制度建立情况
1、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
况;
2、是否建立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制度
情况;
3、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追踪观察
制度情况;
4、是否建立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
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情况;
5、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况;
6、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的

合格



馨涟淋浴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1.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
菌群；
2.修脚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合格

迎召汗蒸养生时代 公共场所卫生 关闭

菡美美容美体连锁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生活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菌群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
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不合格
晓蓉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随缘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舒美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互助县莎艺造型理发
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萍儿美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秀发源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益盛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互助县花容月貌皮肤

修复会所
公共场所卫生 不合格

小角色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风尚发型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波布造型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东街老字号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红梅发屋 公共场所卫生 关闭

加兴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优尚发艺 公共场所卫生 关闭

欧莎发型连锁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时尚美发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诚心理发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互助县海洲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室内空气中CO2、甲醛。

合格

青海深影橙天影城有
限责任公司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青海彩虹部落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天佑
德大酒店客房部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床上卧
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合格

仑威精品商务酒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互助县睿臻酒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互助县汽车站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室内空气中CO2、甲醛。

合格

互助县新桃园物业有
限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1.二次供水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2.二
次供水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3.水质
自检情况；4.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
明情况；5.供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
况；6.二次供水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
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互助县盛粟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阳光恒昌物业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
公司（海洲华府物业

处）

生活饮用水卫生

1.二次供水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2.二
次供水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3.水质
自检情况；4.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
明情况；5.供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情
况；6.二次供水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
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互助县七彩星河湾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阳光恒昌物业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
公司（状元府第物业

处）

生活饮用水卫生 合格

上台小学 学校卫生

1、学校落实教学环境卫生要求情况;2、学校
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3、学校
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4、纳入卫生监督
协管情况。##
1、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教室和学生宿
舍人均面积的检测;
2、现场开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
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台子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林川贺尔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东山乡岔尔沟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五峰镇下马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塘川镇双树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塘川镇上山城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东和乡大庄小学 学校卫生 关闭
袁家庄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五峰镇纳家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五十镇中心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高铁
新区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塘川
镇陶家寨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
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港澳
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药
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
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抗菌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
4、医疗技术（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
细胞临床研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互助县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
子沟乡蔡家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高寨
镇西庄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大寺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
镇扎隆沟村第二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
镇扎隆口村第二卫生

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
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港澳
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药
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
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抗菌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
4、医疗技术（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
细胞临床研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
乡窑庄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石怀良诊所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
乡塘拉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哈拉
直沟乡蔡家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
峡镇七塔尔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
乡下李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刘黎明口腔诊所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巴扎
乡学科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蔡家
堡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
镇北庄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
乡寺尔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
子沟乡担水路村第二

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中医
医院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
乡昝扎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
镇扎隆口村第三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西山
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西山
乡刘家沟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
乡大河欠村第二卫生

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
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港澳
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药
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
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抗菌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
4、医疗技术（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
细胞临床研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
乡上台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刘黎明口腔诊所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2、公示第一类
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接种前告知
和询问情况;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
供应、使用登记和报告记录情况;5、购进、
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
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为传
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消毒
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
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
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
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
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
检查验收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
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
2、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
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4、医疗
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
培训、考核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
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哈拉
直沟乡蔡家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
镇北庄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
乡寺尔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西山
乡刘家沟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
乡塘拉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县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石怀良诊所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西山
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
子沟乡蔡家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巴扎
乡学科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
镇扎隆沟村第二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高寨
镇西庄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
镇扎隆口村第三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
乡窑庄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大寺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合乐医院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2、公示第一类
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接种前告知
和询问情况;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
供应、使用登记和报告记录情况;5、购进、
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
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为传
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消毒
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
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
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
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
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
检查验收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
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
2、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
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4、医疗
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
培训、考核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
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
镇扎隆口村第二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
峡镇七塔尔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
乡下李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蔡家
堡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
乡昝扎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塘川
镇陶家寨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
乡大河欠村第二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
乡上台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
子沟乡担水路村第二

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青海金水残疾人就业
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1、用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2、使
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情况;3、消毒后的餐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
。##
1、出厂的餐饮具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
2、出厂的餐饮具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
关内容情况。

合格

互助县东山卫生院 计划生育

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
1、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2、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3、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
资质情况;
4、开展人类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
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
执业;2、人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目执
业;3、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标
准;4、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
查验登记;5、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查
验身份证、结婚证;6、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是
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7、出具医学证明文
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8、病历、
记录、档案等医疗文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9
、是否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10、是
否依法发布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广
告;11、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制度建立情况
1、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
况;2、是否建立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
制度情况;3、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
、追踪观察制度情况;4、是否建立孕产妇死
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
情况;5、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
况;6、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
量的其他管理制度情况。

合格
互助县松多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沙塘川中心卫

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高寨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威远镇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哈拉直沟卫生
院

计划生育

机构及人员资质情况
1、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2、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执业资质和
人员执业资格情况;
3、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服务的机构执业
资质情况;
4、开展人类精子库的机构执业资质情况。
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机构是否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
执业;2、人员是否按照批准的服务项目执
业;3、机构是否符合开展技术服务设置标
准;4、开展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是否进行
查验登记;5、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查
验身份证、结婚证;6、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是
否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7、出具医学证明文
件和诊断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8、病历、
记录、档案等医疗文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9
、是否设置禁止“两非”的警示标志;10、是
否依法发布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广
告;11、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制度建立情况
1、是否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管理制度情
况;2、是否建立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查验登记
制度情况;3、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转诊
、追踪观察制度情况;4、是否建立孕产妇死
亡、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报告制度
情况;5、是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情
况;6、是否具有保证技术服务安全和服务质
量的其他管理制度情况。

合格

互助县台子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西山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南门峡镇中心

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林川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东和中心卫生

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丹麻镇中心卫
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加定中心卫生
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五峰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蔡家堡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红崖子沟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五十镇中心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双树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东沟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巴扎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互助县边滩卫生院 计划生育 合格

好再来淋浴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
菌群；10.修脚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

合格



黄河淋浴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
菌群；10.修脚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

合格

布哈拉饭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10.床上
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合格

伯尔曼饭店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金海湾大厦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循化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白庄乡拉边学校 学校卫生

1、学校落实教学环境卫生要求情况;2、学校
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3、学校
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4、纳入卫生监督
协管情况。1、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教
室和学生宿舍人均面积的检测;2、现场开展
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色
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
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循化县查汗都斯乡红
旗中学

学校卫生 合格

高级中学 学校卫生 合格
积石镇回族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文都乡藏

文中学

学校卫生 合格

道帏中心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街子果十滩 学校卫生 合格
阿河滩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文都中心小学 学校卫生 合格

街子镇孟达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道帏乡铁尕楞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白庄乡扎木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清水乡河东上庄村卫

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道帏乡三木仓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文都乡牙训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街子镇中心卫生院 医疗卫生 合格

道帏乡铁尕楞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
况;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
况;3、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4、疫苗的接
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记和报告记
录情况;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
文件情况。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
工作制度情况;2、开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
况;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
、是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
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
情况;2、按规定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
供诊疗情况;3、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
的场所、物品、污水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
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
疫情时，采取传染病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
、制度情况;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
况;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
进货检查验收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
消毒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
况;2、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
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4、医疗废物交
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1、实验室备
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培训、考核
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实验结束将
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藏情况。

合格

循化中藏医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道帏乡三木仓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街子镇塘坊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街子镇孟达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文都乡牙训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清水乡河东上庄村卫
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循化县人民医院 传染病防治 合格



街子镇中心卫生院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
况;2、公示第一类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
况;3、接种前告知和询问情况;4、疫苗的接
收、购进、分发、供应、使用登记和报告记
录情况;5、购进、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
文件情况。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
工作制度情况;2、开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
况;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
、是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
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
情况;2、按规定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
供诊疗情况;3、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
的场所、物品、污水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
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
疫情时，采取传染病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
、制度情况;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
况;3、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
进货检查验收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
消毒或灭菌情况。
医疗废物管理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
况;2、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
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4、医疗废物交
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1、实验室备
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培训、考核
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实验结束将
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藏情况。

合格

白庄乡扎木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循化县人民医院 放射卫生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许可管理
情况;3、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
况;4、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5、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健康管理情况;6、开展放射诊疗人
员条件管理情况;7、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
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8、放射性伤害
事件预防处置情况;9、职业病病人管理情
况;10、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11、核医
学诊疗管理情况;12、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
况;13、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合格

发艺轩理发店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生活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菌群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
2.毛巾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关闭

星雨理发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红叶理发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明亮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
床上卧具、毛巾、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

合格

化隆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政府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亿家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合格

龙腾宾馆 公共场所卫生

1. 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3.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情况；4. 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
况；5. 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
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6. 公示卫生许可证、
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7. 按
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8.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
室内空气中CO2、甲醛。

关闭

阿什努乡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1、学校落实教学环境卫生要求情况;2、学校
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3、学校
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4、纳入卫生监督
协管情况。##1、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
教室和学生宿舍人均面积的检测;2、现场开
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
消毒剂余量检测。

合格

化隆县民族中学 学校卫生 合格
二塘乡九年一贯制学

校
学校卫生 合格

昂思多镇初级中学 学校卫生 合格
化隆二中 学校卫生 合格

支扎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昂思多镇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群科中心学校 学校卫生 合格
化隆县群科镇乙沙一

村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昂思多镇具乎扎村卫
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巴燕镇西下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化隆县二塘乡隆欠村
卫生室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情
况;2、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外国医师、香
港澳门特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乡村医生
、药师、护士、医技人员）管理情况;3、药
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
药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4、医疗技术
（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床研
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
管理情况。

合格

化隆县查甫乡下曲加
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化隆回族自治县昂思
多镇香加岭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化隆回族自治县昂思
多镇若么岭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化隆县金源乡日古村
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阴坡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昂思多德加洛忙村卫

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沙连堡乡下塔加村卫
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化隆县德恒隆乡加佳
村卫生室

医疗卫生 合格

德恒隆乡牙曲村卫生
室

医疗卫生 合格

昂思多镇具乎扎村卫
生室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2、公示第一类
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接种前告知
和询问情况;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
供应、使用登记和报告记录情况;5、购进、
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
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为传
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消毒
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
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
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
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3、消毒隔
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
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情
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2、使用专用
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
施建立情况;
4、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
培训、考核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
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化隆回族自治县昂思
多镇若么岭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阴坡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化隆县德恒隆乡加佳
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化隆县金源乡日古村
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沙连堡乡下塔加村卫
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化隆县群科镇乙沙一
村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德恒隆乡牙曲村卫生
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化隆县二塘乡隆欠村
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1、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2、公示第一类
疫苗的品种和接种方法情况;3、接种前告知
和询问情况;4、疫苗的接收、购进、分发、
供应、使用登记和报告记录情况;5、购进、
接收疫苗时索取相关证明文件情况。
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1、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2、开
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3、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4、是
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1、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2、按规定为传
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3、消毒
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
和医疗废物情况;4、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
责情况;5、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
控制措施情况。
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1、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2、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3、消毒隔
离知识培训情况;4、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
情况;5、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情
况。
医疗废物管理
1、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2、使用专用
包装物及容器情况;3、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
施建立情况;
4、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实验室备案情况;2、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
培训、考核情况;3、实验档案建立情况;4、
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藏情况。

合格

昂思多德加洛忙村卫
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巴燕镇西下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化隆回族自治县昂思
多镇香加岭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化隆县查甫乡下曲加
村卫生室

传染病防治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