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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67 号

关于转发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强健康通行卡（码）

办理和使用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各街道、园区，各部门、单位，各专项工作组：

为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强化人群分类健康管

理，提高出行认证效率，加强健康通行卡（码）办理和使用管理，

现将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关

于加强健康通行卡（码）办理和使用管理的通知》（第 219 号）

转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

公室《关于加强健康通行卡（码）办理和使用管理的

通知》（第 219 号）

2.山东健康通行卡（纸质版）办理流程

3.山东健康通行卡（码）（电子版）办理流程

4.滨海区健康通行卡（码）办理联系方式

区党工委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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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健康通行卡申报单

申报人员填写以下内容：（请如实填报，如有虚假信息，将依法追究责任）

姓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国籍（地区）： 户籍地址：（中国籍填写）

家庭住址：

证件类型：□身份证 □护照 □通行证 □回乡证 □入台证 □台胞证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14天内是否一直在山东境内：□是 □否

如否，请填写：入鲁时间： 年 月 日

交通方式： □ 火车 车次 座位号 □ 飞机 航班号

□ 自驾 □“点对点”定制化运输 □ 其他：

过去14天内居住地址：（如有多处，据实填写）

□ 出行到省内 □ 出行到省外

目的地： 省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小区） （门牌号）

出行日期： 年 月 日

交通工具： □ 火车 车次 座位号 □ 飞机 航班号

□ 自驾 □ 其他：

（1）14天内是否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阳性感染者：□是 □否

（2）14天内是否为新冠肺炎病例和阳性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是 □否

（3）14天内是否曾有发热、持续干咳、乏力症状：□是 □否

（4）14天内是否与疫情高风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是 □否

（5）14天内是否与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人员有接触史：□是 □否

（6） 抵达目的地后承诺立即向居住地或单位所在地社区（村）报告：□是 □否

（7） 承诺遵守当地和本单位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 □是 □否

以上内容属实，如隐瞒、虚报，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或相应后果。

申报人（签字）： 2020年 月 日

社区疫情防控小组（用人单位）填写以下内容

（8） 体温（ ℃），体温是否正常：□是 □否

（9） 申报人当前是否属于隔离观察人员：□是 □否

（10） 申报人是否适宜出行： □是 □否

经办人签字： 2020 年 月 日

社区（村）或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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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健康通行卡（样式）

通行卡与本人证件同时使用，有效期 14 天

日月2020 年

社区（村）或单位名称(盖章)：

住 址：

证件号码：

姓 名：

山东健康通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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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健康通行卡（纸质版）办理流程

申请人到所在社区（村）填写《山东健康通行卡申报单》，

向社区（村）提出申请；社区（村）认真查验申请人身份证，如

实登记申请人相关信息，完善《山东健康通行卡申报单》，为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山东健康通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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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健康通行卡（码）（电子版）
办理流程

（一）办理渠道

1.“健康山东服务号”微信公众号办理。在微信公众号中查

找并关注“健康山东服务号”公众号，在“防疫专区”点击“健

康通行卡”栏目，根据提示使用相关功能。

2.“爱山东 APP”办理。在手机软件市场查找并下载安装“ 爱

山东 APP”，注册后在“首页-热点应用”点击“健康通行卡”

栏目，根据提示使用相关功能。

（二）申办流程

1.个人申请。出行人点击“健康通行卡”栏目后，选中“通

行卡申请”填写相关基本信息和当日体温信息，有条件的可录制

测量体温小视频（选填），确认后进行承诺提交申请。提交申请

后，系统生成待审核状态的黑白电子健康通行码。

2.签发。签发人收到经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核验后的“出行

人健康通行卡申请”提示信息后，点击“健康通行卡”栏目， 选

中“通行卡签发”，查看出行人申请信息。如有必要进行远程面

对面核实，可点击“视频通话”，待出行人接受通话申请后，进

行视频连线，询问核实相关信息，并要求出行人远程测量体温，

对体温正常者确认健康信息并进行签发。

3.电子健康通行卡生成。签发后电子健康通行卡将根据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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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呈现三种颜色之一，即红色、黄色、绿色，其中红色代表不

满足出行条件，应向所在社区（村）或单位报告，必要时通报当

地疫情防控部门；黄色代表需要信息进一步完善核实后通行（如

测量体温等），或者健康通行卡已过期、需重新申报；绿色代表

可以直接通行。

4.出示。根据需要，出行人点击“健康通行卡”栏目，选中

“通行卡出示”，管理人员对出示“绿色健康通行卡”的出行人

直接放行。管理人员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需要，点击“健 康通

行卡”栏目后，选择“扫一扫”查看出行人详细信息。

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卡样式

图1 绿色健康通行卡（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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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黄色健康通行卡（待行）

图3 红色健康通行卡（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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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滨海区健康通行卡（码）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

单 位
办理地点及电话

服务地点 联系电话

大家洼街道

5331002

海源管区：大家洼街道沂河大街天龙神话北 200 米路西 0536-5128657

禧源管区：海化街为民服务大厅 0536-5128655

七里管区：七里村委 0536-5325001

石桥村委 0536-5325469

园子村委 0536-5325801

南陈村委 0536-5325703

海城管区：老嘉嘉快餐以北 0536-5128665

大洼村委 0536-5331362

金辉管区：大家洼街道办事处 207 室 0536-3082700

筏子口居委 18365665758

贤村村委 0536-5318598

柳树村委 13563623507

阳光社区：原幸福小区家委会 0536-5128672

呈子管区：太平村委院内 0536-3082701

余粮店村村民委员会 18264623753

驾屋社区居民委员会 0536-2095585

王呈社区居民委员会 0536-5331483

张呈村村民委员会 0536-5331486

太平社区居民委员会 0536-5331132

李呈社区居民委员会 15154496777

刘呈社区居民委员会 0536-5318006

郝呈社区居民委员会 0536-5323001

烟墩村村民委员会 13705361434

学府新城管区：党群服务中心 0536-5128673

学府新城二楼双河村委 13864692885

学府新城二楼新兴村委 18366515280

学府新城二楼中兴村委 13964795108

学府新城二楼东兴村委 1358363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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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区电话：0536-7570011

周疃管区：周疃党群服务中心大院 0536-5306030

周一村村民委员会 0536-5326001

周二村村民委员会 0536-5326008

周三村村民委员会 0536-5326250

周四村村民委员会 0536-5326259

西周村村民委员会 0536-5330602

孟家村村民委员会 0536-5316658

郭李村村民委员会 15853622777

魏家村村民委员会 13608958395

央子街道

7576979

固堤场村村委 0536-7579202

蔡一村村委 0536-7579158

蔡二村村委 0536-7575269

林家央子村村委 0536-7579142

崔家央子村村委 0536-7579122

丰渔村村委（原央子小学） 0536-7579565

丰农村村委 0536-7579405

新立村村委 0536-7579225

牟家河坞村村委（职工家园小区对面） 0536-7575159

韩家庙子村村委（原央子小学） 0536-7538366

横里路村村委 0536-7535332

报庄子村村委 0536-7575236

双庙子村村委 0536-7371128

走马岭村村委 0536-7371127

北辛庄村村委 0536-7379428

河北岭子村村委 0536-7578183

前岭子村村委 0536-7379637

滨城绿洲社区（昊海大街） 0536-7576657

上书房社区（上书房小区） 0536-7575837

中央城区 0536-7571006

旅游度假区 0536-7575389

中外合作产业园 0536-5128001

绿色化工园 0536-5309759

先进制造产业园 0536-7579155

海港经济区 0536-5128027

科技创新园 0536-7570178

海洋大学园 0536-757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