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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药监械〔2020〕6 号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疫情防控用

医疗器械先生产后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 2020年 2月 4日全国防控物资暨春运错峰返程运输

保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加快我省疫情防控应急医疗器械上市，

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加快医用防护服注册审批和生产

许可的通知》（药监综械管函〔2020〕71号）和《云南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

实施应急审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按照应急物资

可“先生产后审批”原则，现就申请应急生产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等医



—2—

疗器械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条件

（一）拟应急生产以上产品的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可以是原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可以是具备一定工业制造条件

的其他行业企业。

（二）企业应达到基本的生产条件（详见附件 1）。生产的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应符合 YY/T0969-2013 的要求；医用外科

口 罩 应 符 合 YYO469-2011 的 要 求 ； 医 用 防 护 口 罩 应 符

GB19083-2010的要求；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应符合GB19082-2009

的要求。

二、办理流程

（一）企业根据拟生产产品要求，建立厂房，配备相应的

设施设备、人员等。同时，准备紧急生产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

申报资料（详见附件 2）。

（二）企业在符合要求的生产条件下，根据产品技术要求，

按生产工艺规程试生产样品，送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进行检

验。同时，将申报资料交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局）

进行受理。

（三）省局按照《公告》进行应急审批，符合要求的，发

给有效期为 6 个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对暂不具备条件发

放《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的，可以先生产后审批。

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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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急生产应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

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相关要求。

（二）应急生产的产品说明书、标签除符合《医疗器械说

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外，还应在产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正面

醒目标注“仅供防控疫情应急使用”字样（红色黑体二号）。

（三）获准紧急生产的企业要切实加强质量管理，确保产

品的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四）以上措施属于此次疫情防控的临时应急措施，疫情

结束后自行解除。

附件：1．紧急生产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生产基本条件

2．紧急生产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申报资料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2 月 13 日

（联系人及电话：詹檐、孙文华，68571863、68571862、

13888988280、13608871806）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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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紧急生产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生产基本条件

一、机构与人员

（一）应当建立与医疗器械生产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

明确质量管理职能。建立与生产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保

持有效的运行。

（二）根据生产规模配备与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具有相应的质量检验机构或者专职

检验人员。并由企业负责人确定一名管理者代表。生产管理部

门和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不得互相兼任。

（三）进入非洁净区的生产人员至少应更衣、换鞋、带帽、

洗手。对进入洁净区的人员生产前应进行洁净室（区）工作人

员卫生守则的培训，按照程序进行净化，并穿戴工作帽、口罩、

洁净工作服、工作鞋；无菌工作服应当能够包盖全部头发、胡

须及脚部，并能阻留人体脱落物；洁净工作服其式样和穿戴方

式应当能够满足保护产品和人员的要求。

（四）裸手接触产品的操作人员每隔一定时间应当对手再

次进行消毒。裸手消毒剂的种类应当定期更换。

（五）患有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直接接触

产品的工作。

二、厂房设施与设备方面

（一）应当建立符合生产要求的厂房与设施，配备与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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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品和规模相匹配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与产品检验要求

相适应的检验仪器和设备，并确保有效运行。

（二）生产、行政和辅助区的总体布局应当合理、不得互

相妨碍。生产区应与产品的生产规模相适应，仓储区的设施设

备应能满足原材料和成品储存要求，温度和相对湿度应当与产

品生产工艺要求相适应。生产无菌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的组

装、初包装、封口的生产区域应不低于 300,000级洁净度级别（可

由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检测），无特殊要求时，温度应当控

制在 18～28℃，相对湿度控制在 45%～65%。

（三）配备与所生产产品和规模相匹配的生产设备。生产

医用口罩设备，如：平面口罩本体机、超声波口罩本体机、全

自动医用口罩机、超声波过滤棉机等；生产医用防护服设备，

如：缝纫机、医用防护服压胶机、无缝布热封胶带机等。采用

环氧乙烷灭菌的还应配备环氧乙烷灭菌柜和相应的解析设施设

备。

三、采购

（一）采购物品符合规定的要求，且不低于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要求。

（二）企业需按采购流程对供应商进行审核，与主要原材

料供应商签订质量协议。

（三）采购时应当明确采购信息，清晰表述采购要求，建

立采购记录，包括采购合同、原材料清单、供应商资质证明文

件、质量标准、检验报告及验收标准等。采购记录应当满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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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要求。

（四）无菌医疗器械的初包装材料应当适用于所用的灭菌

过程，执行相应法规和标准的规定，确保在包装、运输、贮存

和使用时不会对产品造成污染。并确定所采购初包装材料的初

始污染菌可接受水平。

四、生产管理

（一）应当按照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生产，以保证产

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和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

（二）应按照生产工艺规程，制定作业指导书等，明确关

键工序和特殊过程。

（三）应明确原材料、中间品等的清洁、净化方法和要求，

并按规定进行清洁、净化处理。

（四）每批（台）产品均应当有生产记录，并满足可追溯

的要求。

生产记录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原材料批号、生产批

号或者产品编号、生产日期、数量、主要设备、工艺参数、操

作人员、清场记录等内容。采用环氧乙烷对产品进行最终灭菌，

应保存灭菌记录。医用防护服的灭菌可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关于疫

情期间执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规范（临时）>的

通知》执行）。

（五）应对产品进行标识，以便识别，防止混用和错用，

防止不合格中间产品流向下道工序。



—7—

（六）应有粉尘防护、腐蚀防护、运输防护等要求。

（七）应当建立批号管理规定，明确生产批号和灭菌批号

（无菌产品）的关系。

（八）生产无菌产品的应当通过验证，制定灭菌过程控制

文件，明确灭菌工艺参数。保持每一灭菌批的灭菌过程参数记

录，灭菌记录应能追溯到产品的每一生产批。

（九）应当按照规定对洁净室（区）进行清洁处理和消毒，

并保留记录。

五、质量控制

（一）建立质量控制程序，规定产品检验部门、人员、操

作等要求，规定检验仪器和设备的使用、校准等要求，开展质

量控制活动。

（二）企业应当根据强制性标准或者产品技术要求制定产

品的检验规程，并出具相应的出厂检验报告。对于检验条件和

设备要求较高的项目，可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

（三）每批（台）产品均应当有检验记录，并满足可追溯

的要求。检验记录应当包括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和成品检验的

检验记录、检验报告或者合格证明文件等。

（四）应当规定产品放行程序、条件和放行批准要求。放

行的产品应当附有合格证明。

（五）应当制定留样管理规定，按规定进行留样，并保持

留样观察记录。

（六）生产无菌产品的应当具备无菌、微生物限度和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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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的检测能力和条件。

六、销售和售后服务

应当建立产品销售记录，并满足可追溯的要求。销售记录

至少包括医疗器械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生产批号、有

效期、销售日期、购货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七、不合格品控制

（一）应当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规定不合格品控制的

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与权限。

（二）应当对不合格品进行标识、记录、隔离、评审，根

据评审结果，对不合格品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三）在产品销售后发现产品不合格时，企业应当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如召回、销毁等。

（四）不合格品可以返工的，企业应当编制返工控制文件。

返工控制文件包括作业指导书、重新检验和重新验证等内容。

不能返工的，应当建立相关处置制度。

八、不良事件监测、分析和改进

（一）应当按照有关法规的要求建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测制度，开展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工作，并保持相关记录。

（二）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企业应当按照有关

法规要求采取召回等措施，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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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紧急生产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申报资料

一、紧急生产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申请表（格式附后）
二、证明性文件：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综述资料
（一）产品描述
（二）型号规格
（三）包装说明
（四）适用范围和禁忌症
四、研究资料
（一）产品性能研究
（二）灭菌/消毒工艺研究（可先提供同类产品灭菌验证资

料）
五、生产制造信息
（一）生产过程描述
（二）生产场地
六、经检验机构预评价的产品技术要求
七、产品注册检验报告（采用环氧乙烷方式灭菌的产品，

可先出具除环氧乙烷残留量和无菌项目外的检验报告；待解析
后，再进行环氧乙烷残留量和无菌项目的检验）。

八、产品说明书和最小销售单元的标签样稿
九、声明
（一）申请人声明本产品符合《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和相关法规的要求；声明本产品符合《医疗器械分类规则》有
关分类的要求；声明本产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
提供符合标准的清单。

（二）所提交资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
（三）质量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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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生产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申请表
企业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二类√三类□

住所
邮编

电话

生产地址
邮编

电话

人员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学历 职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负责人

联系人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企业人员

情况

人员总数（人）
生产管理人

员（人）

质量管理人

员（人）

专业技术人

员（人）

生产场所

情况

建筑面积

（㎡）
生产面积（㎡）

净化面积

（㎡）

检验面积

（㎡）

仓储面积

（㎡）

检验机构状况 总人数 检验人员数

申请生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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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品种 1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产品类别 分类编码

性能结构及

组成

适用范围

其他说明

生产品种 2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产品类别 分类编码

性能结构及

组成

适用范围

其他说明

申请人（签章） 填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生产品种多于 2 个的，可自行复制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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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局领导。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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