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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刖 曰

Ws36觚 卫生信息效据元目录》分为以下十七部分 :

——笫 1部分 :总则 ;

——第 2都分 :标识 ;

——第 3部分 :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侍征 ;

——第 4部分 :健康史 ;

——第 5部分 :健康危险因素 ;

——第 6部分 :主诉与症状 ;

——第 7部分 :体格检查 ;

——第 8部分 :临床辅助检查 ;

——第 9部分 :实验室检查 ;

——第 10部分 :医学诊断 ;

——第 11部分 :医学评估 ;

——第 12部分 :计划与干预 ;

——第 13部分 :卫生贫用 ;

——笫 ⒒ 部分 :卫生机构 ;

——笫 15部分 :卫生人员 ;

——笫 16部分 :药品、设备与材料 ;

——第 17部分 :卫生管理。

本部分为 Ws363的第 14部分。

本部分由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

保健中心。

本部分 :主要起草人 :汤学军、冯丹、姚远、张洪脑、王存库、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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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数据元 目录

第 14部分 :卫生机构

1 范围

WS363的 本部分规定了卫生机构相关信息数据元的数据元标识符、数据元名称、定义、数据元值

的数据类型、表示格式和数据元允许值。数据元 目录包括卫生机构相关数据元。

本部分适用于我国卫生领域相关信息数据标识信息交换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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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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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12402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T12404 单位隶属关系代码

GB/T17538 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结构

Ws218 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

WS363.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l部分 :总则

Ws36⒋。1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部分 :卫生机构

3 术语和定义

WS363.1中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数据元目录

4.1 数据元公用属性

版  本

注册机构

相关环境

分类模式

主管机构

注册状态

提交机构

V1。 o

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卫生信息

分类法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标准状态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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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元专用属性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o1.oo
数据元名称         办公用房面积 (m2)

定义            机构用于办公用房的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02.0o

数据元名称         被处罚对象名称

定义            卫生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
“
被处罚人

”
,包括单位和个人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7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oo3。 00

数据元名称         单位隶属关系代码

定义            单位与其隶属部门的关系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GB/T12404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04。 00

数据元名称         发生执法过错的下级责任单位数

定义            机构本年度发生执法过错的下级责任单位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6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05。 00

数据元名称         房屋建筑总面积(m2)

定义            机构房屋建筑总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06。 00

数据元名称         房屋竣工面积(m2)

定义            机构年度房屋竣工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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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o.oo7.oo
数据元名称         ェ作单位名称

定义            个体工作单位的组织机构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7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o。 oo8。 oo

数据元名称         后勤保障及其他用房面积(m2)

定义            机构内后勤保障及其他用房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 1o.oo9。 0o

数据元名称         机构成立 日期

定义            机构或组织正式合法成立或允许开业的公元纪年 日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
表示格式          D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o.o10。 0o

数据元名称         机构从业人员数

定义            机构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员总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o11。 oo

数据元名称         机构第二名称

定义            机构所使用的第二个机构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1
表示格式          AN。 。7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12。 00

数据元名称         机构分类管理类别代码

定义            卫生监督机构分类管理的类别在特定分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z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1。 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2.盈利性医疗机构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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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13。 00

数据元名称         机构名称

定义            机构的组织机构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7o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14。 00

数据元名称         机构所在地民族 自治地方标志

定义            标识个体或机构所在地是否为民族 自治地方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 lO。 015.00

数据元名称         机构有无检验室标志

定义            标识机构是否拥有检验室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16。 00

数据元名称         机构 自有资金金额 (万元 )

定义            机构某时间点 自有资金数量 ,计量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6,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17.00

数据元名称         稽查机构专设标志

定义            标识机构内是否专设稽查机构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O18。 00

数据元名称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安装标志

定义            标识被监督单位是否安装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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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o。 o19。 00

数据元名称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定期清洗标志

定义            标识被监督单位是否定期清洗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o20。 oo

数据元名称         监督检验对象代码

定义            实施卫生监督时的监督检验对象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5部分 :卫 生人员

CVO8.30.003 监督员执业范围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21。 00

数据元名称         建设项 目投资金额 (万元 )

定义            建设项 目总投资金额数 ,计量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7,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22。 00

数据元名称         经济类型代码

定义            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对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按单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

划分的类别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3
数据元允许值        GB/T12402

数据元标识符        DEO8。 lO。 023。 00

数据元名称         居委会名称

定义            本人居住地所属居委会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7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24。 00

数据元名称         开办资金金额数 (万元 )

定义            机构用于开办的资金金额总数 ,计量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6,2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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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25。 00

数据元名称         科室代码

定义            标识住院患者人院时所在科室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S
表示格式          AN.。 5

数据元允许值        GB/T17538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26。 00

数据元名称         科室名称

定义            标识个体在医院就诊的科室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5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8.10.027。 00

数据元名称         年度实际完成投资金额 (万元 )

定义            机构内本年度实际完成的投资金额数 ,计量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6,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28。 00

数据元名称         年度新增固定资产金额(万元)

定义            机构本年度新增固定资产金额数 ,计量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6,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29。 00

数据元名称         派出(分支)机构数量

定义            机构下设派出机构的数量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30。 00

数据元名称         批准基建项 目建筑面积(m2)

定义            机构内每年批准基建项 目建筑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8,2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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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31。 00

数据元名称         生产车间面积 (m2)

定义            指用于消毒产品生产的车间面积 ,不包括原料间、成品间、检验室等 ,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32.00

数据元名称         危房面积 (m2)

定义            机构危房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33。 00

数据元名称         卫生监督机构编制类别代码

定义            卫生监督机构编制种类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s
表示格式          N4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5部 分 :卫 生人员

CVO8.30。 001 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编制类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34。 00

数据元名称         卫生监督机构行政级别代码

定义            卫生监督机构的行政级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部分 :卫生机构

CVO8.10。 002 卫生监督机构行政级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35。 00

数据元名称         卫生监督机构性质代码

定义            卫生监督机构的机构性质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部 分 :卫生机构

CVO8.10。 001 卫生监督机构性质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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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o。 o36.0o

数据元名称         卫生监督员执业范围代码

定义            卫生监督员的执业范围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5部 分 :卫 生人员

CVO8.30.oo3 监督员执业范围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o37.0o
数据元名称         许可项 目名称

定义            机构被许可生产或经营的项 目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50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38.00

数据元名称         许可证号码

定义            机构的许可证编号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4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39。 00

数据元名称         许可证有效期开始 日期

定义            机构的许可证有效期首 日的公元纪年 日期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D
表示格式          D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8.10。 ∝ o。 0o

数据元名称         血吸虫诊疗机构级别代码

定义            对血吸虫患者作出诊断和治疗的医疗机构级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

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部分 :卫 生机构

CVO8.10。 006 血吸虫病诊断 (治疗)机构级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41.00

数据元名称         业务用房面积 (m2)

定义            机构内业务用房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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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42。 00

数据元名称         疫苗生产厂家名称

定义            疫苗生产厂家的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70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08.10。 043.00

数据元名称         银行贷款及其他借款金额(万元)

定义            机构目前银行贷款及其他借款 ,计量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6,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44。 00

数据元名称         营业面积(m2)

定义            机构用于生产经营的建筑面积 ,包括生产经营用房、辅助用房等 ,计量

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45。 00

数据元名称         执法考核评议标志

定义            标识机构是否开展执法考核评议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L
表示格式          T/F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46。 00

数据元名称         职工总数

定义            机构所属在职职工总人数 ,包括新参加工作及临时参加工作的人员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47。 00

数据元名称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号码

定义            职业卫生技术机构被监督单位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号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l
表示格式          AN。 。40

数据元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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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48。 00

数据元名称         胂瘤诊疗机构代码

定义            肿瘤诊疗机构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1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部分 :卫 生机构

CVO8.10.005 肿瘤诊疗机构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49.00

数据元名称         主要致死疾病的最高诊断机构级别代码

定义            对死亡进行最高效力诊断的机构 的级别类别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

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部 分 :卫 生机构

CVO8.10。 004 主要致死疾病的最高诊断机构级别代码表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50。 00

数据元名称         自有房屋面积 (m2)

定义            机构 自有房屋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51。 00

数据元名称         租借房屋面积(m2)

定义            机构租借房屋面积 ,计量单位为 m2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N
表示格式          N。 。8,2

数据元允许值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 052。 00

数据元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定义            机构对应的针对组织机构的特殊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AN10
数据元允许值        Ws218

数据元标识符        DEO8.10.053。 00

数据元名称         监督科室代码

定义            卫生监督机构内不同科室在特定编码体系中的代码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S3
表示格式          N2
数据元允许值         WS364.1⒋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部 分 :卫 生机构

CVO8.10。 003监督机构科室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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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8.10。 001。 00

DEO8.10。 002。 00

DEO8.10。 003。 00

DEO8.10。 004。 00

DEO8.10.005。 00

DEO8.10.006。 00

DEO8.10。 007。 00

DEO8.10。 008。 00

DEO8.10。 009。 00

DEO8.10.010。 00

DEO8.10。 011。 00

DEO8.10。 012。 00

DEO8.10。 013。 00

DEO8.10。 014.00

DEO8.10。 015。 00

DEO8.10。 016。 00

DEO8.10。 017。 00

DEO8.10。 018。 00

DEO8.10。 019。 00

DEO8.10。 020。 00

DEO8.10。 053。 00

DEO8.10。 021。 00

DEO8.10,022。 00

DEO8.10。 023。 00

DEO8.10。 024。 00

11

办公用房面积(m2)

被处罚对象名称

单位隶属关系代码

发生执法过错的下级责任单位数

房屋建筑总面积(m2)

房屋竣工面积(m2)

工作单位名称

后勤保障及其他用房面积(m2)

机构成立 日期

机构从业人员数

机构第二名称

机构分类管理类别代码

机构名称

机构所在地民族 自治地方标志

机构有无检验室标志

机构 自有资金金额 (万元 )

稽查机构专设标志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安装标志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定期清洗标志

监督检验对象代码

监督科室代码

建设项 目投资金额 (万元 )

经济类型代码

居委会名称

D

G

H

K

开办资金金额数(万元)



Ws 363.14-ˉ 2011

科 室代码

科室名称

年度实际完成投资金额 (万元 )

年度新增固定资产金额 (万元 )

派出(分支)机构数量

批准基建项 目建筑面积 (m2)

生产车间面积(m2)

危房面积 (m2)

卫生监督机构编制类别代码

卫生监督机构行政级别

卫生监督机构性质代码

卫生监督员执业范围代码

许可项目名称

许可证号码

许可证有效期开始日期

血吸虫诊疗机构级别代码

业务用房面积 (m2)

疫苗生产厂家名称

银行贷款及其他借款金额 (万元 )

营业面积 (m2)

执法考核评议标志

职工总数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号码

肿瘤诊疗机构代码

主要致死疾病的最高诊断机构级别代码

12

N

DEO8.10。 o25。 oo

DEO8.1o。 o26.00

DEO8.1o。 o27.00

DEO8。 lO。 o28。 oo

DEO8.10。 o29。 oo

DEO8.1o。 o30。 00

DEO8.10.o31.oo

DEO8。 lO。 o32。 00

DEO8.10。 033。 0o

E)EO8。 lO。 034。 00

DEO8.10。 035。 00

DEO8。 lO。 036。 00

DEO8。 lO。 037。 00

DEO8.10。 038。 00

DEO8.10。 039。 00

DEO8.10。 040。 00

DEO8.10。 041。 00

DEO8.10。 042。 00

DEO8。 lO。 043。 00

DEO8.10。 044。 00

DEO8.10。 045。 00

DEO8。 lO。 0遮6.00

DEO8.10。 047。 00

DEO8.10。 048。 00

DEO8.10。 049。 00

P

W

X

Y

z



自有房屋面积 (m2)

租借房屋面积(m2)

组织机构代码

Ws 363.14-ˉ 2011

DEO8.10.050。 00

DEO8.10.051。 00

DEO8.10。 05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