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1.020 

C 07 

      

WS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行 业 标 准 

WS/T 598.6—2018 
      

 

 

卫生统计指标 

第 6部分：卫生监督 

Indicators of health statistics— 

Part 6: Health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2018 - 04 - 17发布 2018 - 10 - 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 布  

华东公共卫生 
www.ecphf.cn



WS/T 598.6—2018 

I 

前  言 

WS/T 598《卫生统计指标》分为以下9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居民健康状况； 

—第3部分: 健康影响因素； 

—第4部分：疾病控制； 

—第5部分：妇幼保健； 

—第6部分：卫生监督； 

—第7部分：医疗服务； 

—第8部分：药品与卫生材料供应保障； 

—第9部分：卫生资源。 

本部分为WS/T 598的第6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曹丽萍、张琪、王昭、薛明、郝迎川、孔辉、王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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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统计指标  

第6部分：卫生监督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卫生统计指标中卫生监督业务相关的统计指标及指标描述。 

本部分适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统计数据利用、发布及共享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WS/T 598.1 卫生统计指标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WS/T 598.1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卫生监督指标  indicators of health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反映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内卫生监督许可、执法、处罚等管理相关统计指标。 

4 卫生监督指标描述 

4.1 卫生监督指标公用属性 

卫生监督指标公用属性见表1。 

表1 卫生监督指标公用属性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属性值 

标识类 
版    本 V1.0 

注册机构 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关系类 分类模式 分类法 

管理类 
主管机构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注册状态 标准状态 

华东公共卫生 
www.ecphf.cn



WS/T 598.6—2018 

2 

属性种类 属性名称 属性值 

提交机构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 

4.2 卫生监督指标专用属性 

  

标识符 IHS02.03.001 

中文名称 有效卫生许可证份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valid hygienic licenses  

计量单位 份 

定义 报告期末某地区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在有效期内的卫生许可证份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02 

中文名称 吊销卫生行政许可证份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ve license revoked 

计量单位 份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实施卫生行政处罚行为中给予吊销卫生行政许可证的份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03 

中文名称 放射防护预评价审核总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pre-evaluation reports audited for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计量单位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开展建设项目放射防护预评价审核总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04 

中文名称 选址和设计卫生审查总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sanitation review for siting and design of building projects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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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开展建设项目选址和设计卫生审查项目总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05 

中文名称 应监督户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units to be supervised  

计量单位 户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应实施经常性监督的被监督单位总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06 

中文名称 实监督户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units supervised  

计量单位 户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应监督户数中实际实施经常性监督的被监督单位总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07 

中文名称 实监督户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imes supervised  

计量单位 户次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实际实施经常性卫生监督的户次数量。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08 

中文名称 查处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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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Number of cases been investigated and treated 

计量单位 件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实施卫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其他措施的案件，包括行政处罚案件和未做处罚

但予以行政处理的案件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9 

中文名称 责令限期改正户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imes ordered to improve within a deadline 

计量单位 户次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卫生行政部门针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责令限期改正的户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10 

中文名称 行政处罚户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imes given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计量单位 户次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卫生行政部门针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的卫生行政处罚户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11 

中文名称 警告户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imes warned 

计量单位 户次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实施卫生行政处罚行为中给予警告的户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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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 

 

IHS02.03.012 

中文名称 罚款户次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times fined 

计量单位 户次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实施卫生行政处罚行为中给予罚款的户次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13 

中文名称 行政处罚金额 

英文名称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计量单位 万元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实施卫生行政处罚行为中给予违法行为单位或个人的罚款金额。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按实际罚款的金额数统计（不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载明的罚款金额数统计）。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14 

中文名称 行政复议案件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cases 

计量单位 件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依据法律法规实施卫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引起行

政复议的案件数。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标识符 

 

IHS02.03.015 

中文名称 行政诉讼案件数 

英文名称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cases 

计量单位 件 

定义 

 

报告期内某地区依据法律法规实施卫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引起行

政诉讼的案件数.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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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调查方法 全面调查 

数据来源 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 

发布频率 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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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小类名称 指标名称 标识符 

卫生监督 有效卫生许可证份数 IHS02.03.001 

卫生监督 吊销卫生行政许可证份数 IHS02.03.002 

卫生监督 放射防护预评价审核总数 IHS02.03.003 

卫生监督 选址和设计卫生审查总数 IHS02.03.004 

卫生监督 应监督户数 IHS02.03.005 

卫生监督 实监督户数 IHS02.03.006 

卫生监督 实监督户次数 IHS02.03.007 

卫生监督 查处案件数 IHS02.03.008 

卫生监督 责令限期改正户次数 IHS02.03.009 

卫生监督 行政处罚户次数 IHS02.03.010 

卫生监督 警告户次数 IHS02.03.011 

卫生监督 罚款户次数 IHS02.03.012 

卫生监督 行政处罚金额 IHS02.03.013 

卫生监督 行政复议案件数 IHS02.03.014 

卫生监督 行政诉讼案件数 IHS02.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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