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案在对未按照规定对游
泳池水质进行卫生检测的违法
行为进行认定时，依据《实施细
则》第十九条第一款：“公共场所
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和规
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空气、水
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
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每

年不得少于一次”，但是该场所
经营时间不满一年，单纯地引
用此条款不足以说明违法事实
的成立，办案人员又引用了《游
泳场所卫生规范》第二十条第
三项：“人工游泳场所……开放
前和连续开放期间应对卫生标
准规定的全部项目进行检测。”

由规章引领规范，由规范补充规
章，使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可以受
到制裁。办案人员又根据《实施
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
定，给予其警告的行政处罚，既
体现对违法行为制裁的严肃
性，又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灵活用法，惩教结合

敏锐观察，多方取证

本案在确定从业人员未取
得健康证为顾客服务的违法事
实时，执法人员通过调查该公

司员工花名册、工资表、劳务合
同等资料，证明其是该公司从
业人员。通过调查其在岗的状

态和其工作的记录，证明其存
在直接为顾客服务的行为，从
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本案中，如果办案人员单
纯地引用《实施细则》，对未按照
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
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等

进行卫生检测的行为进行违法
认定，略显单薄；办案人员又将

《游泳场所卫生规范》引用其中，
使之相互补充。这就要求我们

执法人员只有能够熟练掌握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才能
使法律武器的作用发挥得淋漓
尽致，从而有效地贯彻执行。

精读法律法规，提高办案技能

领会法规精髓，把握监管重点

2016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8
号令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范
围进行了调整，将《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国家对
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
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

许可证管理”。国家取消和调
整一系列行政审批事项，是深
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依法推动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
一种体现。我们要深入研读
国家卫生计生委职能调整的

精髓，把握新时期的监管重
点；有的监督人员错误地认为
取消许可后就不用监管了，但
实际上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
项后，更要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

（材料由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提供，本报记者杨冬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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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经验与思考

某公司从业人员未取得健康证
就为顾客服务被处罚

本案是对某公司运动中心的监管与处罚，既体现了简政放权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的重要性，又通过监管与处罚相结合，事前提示、事中指导，规范了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是
认真贯彻全国、全省简政放权“放、管、服”职能转变改革的具体体现。本案办理过程中违
法主体较难确定，取证复杂，违法行为较多。因此也使得办案过程的亮点较多。

2016 年 11 月 29 日，某市
卫生计生委执法人员对位于
该市某小区内运动中心进行
监督检查发现，该运动中心外
标有“运动中心”字样，内部设
置展架（介绍经营项目等），执
法 人 员 现 场 拍 照 进 行 了 取
证。经执法人员检查，服务台
有3名从业人员不能提供健康
证；在运动中心一层东北角的
游泳池内，有一名顾客正在游
泳；未见该运动中心游泳池卫
生许可证，未见该运动中心游
泳池水质检测报告；只能提供
某体育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不是该
运动中心地址，而是某市某街
道办事处内。

根据现场检查发现的问
题，执法人员对该运动中心进
行立案调查。执法人员提取
该运动中心的营业执照作为
主体资格证据，但是发现营业
执照上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
的地址不符。执法人员通过
调取房屋租赁协议，以确定承
租者的经营行为来进行主体
资格认定；经查该运动中心由
北京某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承
租经营，北京某体育管理有限
公司的出现，使得在本案被处
罚人在主体资格认定方面更
加扑朔迷离。执法人员与北
京某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取得
联系，了解到某体育服务有限
公司是其子公司，负责某市某
小区某运动中心的日常管理
和经营工作，并出具了证明
信；又询问了运动中心负责人
和前期检查时在服务台见到
的 3 名从业人员，通过询问得
知，这 3 人均受雇于某体育服
务有限公司在该运动中心工
作，未取得健康证为顾客服
务。执法人员又提取了收据、
账目明细和员工薪资表等作
为证据，均可证明顾客交纳的
费用由某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收取，员工工资由其发放，实
际是由其在经营，确定了某体
育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案的当
事人。执法人员又通过调查、
询问，确定了该运动中心存在

从业人员未持健康证上岗，经
营的游泳馆未取得卫生许可
证，未按照规定对游泳池水质
进行卫生检测的违法行为。
至此，本案调查终结。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卫生
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人员对本案
违法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相关证据进行了合议，结
合《某省卫生行政处罚裁量标
准》认定，该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的从业人员直接为顾客服务的
行为，违反《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七
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
据《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
项、《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给予警告、罚款人民币
2000元的行政处罚；经营的游
泳馆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营业
的行为，违反《条例》第四条第
一款第八项、《实施细则》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

《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
项、《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
人民币2000元的行政处罚；未
按照规定对游泳池水质进行
卫生检测的行为，不符合《游
泳场所卫生规范》第二十条第
三项的要求，违反《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一
项的规定，给予警告的行政处
罚。分别裁量后合并给予警
告、罚款人民币4000元的行政
处罚；同时责令当事人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某市卫生计生委
向该体育服务有限公司下达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当事人
逾期未陈述、申辩。

2017年2月10日，卫生行
政部门向该体育服务有限公
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
人如期履行了行政处罚，并按
整改要求办理了从业人员健
康合格证明和游泳馆卫生许
可证，对游泳池水质进行了卫
生检测，本案于 2017 年 3 月 6
日结案。

●案卷评析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王耀辉）近日，漯河市源汇
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组织执法人
员，对全区5个乡镇、9家农村集
中供水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的内容包括：集中
供水单位卫生设施维护情况、水
质消毒情况、卫生许可证持有情
况、服务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卫
生制度落实情况等。在检查过

程中，卫生监督员发现大多数集
中供水单位卫生设施维护较好，
但个别集中供水单位出现未及
时办理卫生许可证和消毒不规
范等现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
意见并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

据介绍，此次检查，源汇区卫
生计生监督所共出动执法车辆
12台次，出动执法人员42人次。

漯河市源汇区开展
生活饮用水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张 凡 黄中生 钟 凯）近
日，信阳市平桥区卫生计生监督
所组织卫生监督员，对平桥区公
共场所集中空调使用情况进行
了全面监督检查。

卫生监督员重点对公共场
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管
理档案建立、通风系统卫生管理
制度、开放式冷却塔清洗消毒、
经常性卫生检查及维护记录等
情况进行了检查。卫生监督员
检查发现，大部分使用集中空调

的单位都能按照卫生要求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且按时对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但个
别单位未能对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进行清洗消毒。针对发现的
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下达了监
督意见书并责令相关单位限期
整改。

平桥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相
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将继续加大
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监管力
度，提升公共场所空气质量，切
实保障辖区居民的卫生安全。

信阳市平桥区
检查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任广秋）近日，濮阳市卫生
计生监督局对濮阳市放射诊疗
单位从事和准备从事放射诊疗
工作的人员，开展“送法上门”巡
讲培训工作。

本次培训活动持续 11 天，
分4期对濮阳市人民医院、濮阳
市油田总医院等市直放射诊疗
单位，以及华龙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 516 名放射工作人员开
展“送法上门”巡讲培训活动。
培训内容主要是近几年颁布和

修订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
准和放射防护基础知识。

河南省卫生计生监督局放
射卫生监督科负责人、河南省放
射卫生首席监督员等应邀担任
主讲。专家从辐射安全防护、放
射诊疗风险与管理法规概述、放
射诊疗日常管理、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电离辐
射基础知识、典型案例分析等6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培训
内容通俗易懂，切合实际，受到
培训人员好评。

濮阳为放射从业人员
“送法上门”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吴连海）4月24日，泌阳县
卫生计生监督所根据举报线
索，组织卫生执法人员依法取
缔了“尚东爱美尔纹绣”会所。

该场所十分隐蔽，位于县
城尚东生活超市负一楼一间不
到10平方米的小店内，室内放
有 2 张治疗床、1 台 OPT 脱毛
（美肤）治疗机、1 台韩国超微
小气泡治疗机、美容专用箱 2
箱、手术器械盘1个，以及一些
一次性注射器、纱布、末梢采血
针等，门头上标注为“尚东爱美
尔纹绣”字样。该店店主与其

爱人吕某非法声称与西安华医
整形医院合作，一直从事医疗
美容（双眼皮、抽脂、纹唇、清洗
纹身等）活动。卫生执法人员
当场对医疗器械等物品进行了
封存暂扣（如右图），对当事人
进行了现场询问，制作了询问
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并在
该店显著位置张贴了取缔公
告。目前，卫生执法人员正对
该店的非法收入进行核实，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的相关条款规定，依法追究当
事人的法律责任。

4月28日，柘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正在宣传《职业病
防治法》。当天，柘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参加了全国第16个《职业
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为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尽职尽责。

刘丙清 赵忠民/摄

严打非法医疗美容
确保群众健康安全

卫生监督人员正在对非法诊所内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进行取
证。近日，内黄县卫生计生监督所联合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暗访中发现的隐藏在住宅小区内的非法医疗美容场所进行了
取缔。 张治平/摄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杨 斌）近日，河南省卫生计
生委对夏邑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创建全省第二批示范卫生计生
监督机构工作进行考核验收。

考核组通过座谈交流、查阅
资料、现场核查、意见调查等方
式，对夏邑县卫生计生监督所规
范化示范卫生计生监督机构创
建工作的组织管理、基础建设和
内涵建设等16项内容进行了对
照检查。

考核验收后，考核组对该
所创建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
对该所下一步的工作，考核组
提出了几点要求：要顺应形势、
超前谋划；要细化管理、打造精
品；要创新方式、提升效能；要
加强学习、增强本领；要深入宣
传、扩大影响。

夏邑县卫生计生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以此次考核验收为
契机，按照考核组指出的问题立
即整改，制定整改时限，责任到
人；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和内涵建
设，进一步提升卫生计生执法能
力和服务水平。

夏邑县规范化创建工作
接受省级考核验收

本报讯 4月28日，南阳市卧
龙区卫生计生委在南都宾馆召开
卫生计生监督管理人员业务技能
培训会。全区各乡镇、街道（景
区）卫计办主任、各乡镇卫生院分
管卫生监督工作的副院长、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各乡镇
卫生监督协管员、卫生计生监督

所相关人员等共计106人参加培
训。

培训会首先对全区农村饮
用水集中供水单位持有卫生许
可证情况进行通报，对持证率高
的乡镇提出表扬；对持证率低的
乡镇提出批评，并责令其要剖
析原因、查摆问题，切实履职尽

责。
会议要求，要以“春雷——

亮剑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打
击非法行医工作；要按照南阳市

“双创双建”工作考核标准，继续
开展学校周边 200 米以内的医
疗卫生整治工作；要继续做好辖
区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

作。
会议还传达了《卧龙区农村

及近郊区域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发放管理办法》《卧龙区农村
及近郊区域生活饮用水卫生许
可证发放管理办法》，就卫生许
可资料提交、受理，现场审核、审
批等诸多环节进行解读；对《卫

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第三
版）》系统地进行了培训，对目前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公共场所及
生活饮用水日常卫生监督重点，
以图文并茂的PPT（演示文稿）形
式进行讲解。

（乔晓娜 方 圆 程艳丽）

南阳市卧龙区为卫生计生监督管理人员“充电”

对行政违法案件当事人的
主体资格认定是案件查处的第
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执法
人员应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
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来认定被
处罚主体。本案执法人员在发
现该单位悬挂的牌匾名称及宣
传品名称与营业执照名称不一

致，营业执照的注册地址又与
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该单位
房屋承租公司也不是实际经营
的公司，取得的资料无法一一
印证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本案
的违法主体成为摆在执法人员
面前的一个难题。执法人员先
后调取了该单位的工商营业执

照、房屋租赁协议、员工劳务合
同、顾客资料登记本、顾客交费
证明、账目以及员工薪资发放
表等，种种证据表明某体育服
务有限公司是该运动中心的实
际经营者，因此，最终确定某体
育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案的当事
人。

剥茧抽丝，核实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