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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健康码”应用指南

“八闽健康码”服务介绍

“八闽健康码”由福建省数字办会同省卫健委、医保局、公

安厅、统计局和省经济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依托

闽政通 APP 建设，汇聚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住院和门诊记录、

购药记录、湖北（武汉）等疫情高发地区入闽人员信息、全国确

诊和疑似病例、全国可能密切接触者、封闭管理小区居民以及福

建省卫健、医保、公安等相关基础数据，具有汇聚数据全、核验

信息快、通行效率高、无需手工填报等技术应用优势。

作为电子凭证，“八闽健康码”可应用于省内交通卡口（除

入闽卡口外）、小区（村）通行以及企业复工申请等场景，方便

福建省居民出门出行、返岗复工和疫情防控。

“八闽健康码”服务对象分为两大类：

一是面向社会公众。闽政通 APP 用户完成 L4 级实名认证后，

一键申领“八闽健康码”，无须手工填报和提交数据，也不需要

配备专用扫码枪，系统将自动进行后台数据核查比对，根据比对

结果分别生成绿色、橙色两种不同颜色的二维码。其中，绿色表

示该居民健康状况核验通过。橙色表示该居民健康状况核验不通

过，至少属于以下六种情况之一：

（1）属于新冠肺炎确诊人员、疑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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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属于确诊或疑似人员的可能密切接触者；

（3）来自疫情高发地区人员；

（4）属于实行封闭管理小区的居民；

（5）14 天内在我省有发热门诊就诊记录；

（6）14 天内在我省有购买退烧药品记录。

二是面向管理机构。“八闽健康码”同时为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和社区（村）等机构提供扫码申报核查和人员数据管理服务，

可应用于机关办公、企业复工、小区（村）出入、交通通行不同

场景，通过扫码核查获取用户基本信息、健康防控信息、当前位

置信息并记录上报，实现快速通行；同时，可在管理侧电脑端的

进行人员数据管理和可视化数据分析展示，以及自动制表并自动

关联或在线推送上级管理部门。管理人员无需配备专用扫码枪，

使用“法人用户”登录闽政通 APP，选择“出入扫码服务”即可

核查获取用户疫情防控相关的健康信息及分区分级信息快速验

证通行。

2020 年 2 月 20 日，福建省出台《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用工

服务导则》，明确要求全面推广应用“八闽健康码”，各地要在

企业返岗复工、交通出行、商务楼宇、进出小区等场合，充分运

用“八闽健康码”亮码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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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如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热线咨询：

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联系方式

法人实名

认证咨询
0591-86303856

闽政通客服热线 400-1033-673

“八闽健康码”

应用咨询

0591-62623951

服务时间： 8:00-12:00 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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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健康码”操作手册

一、用户侧（展码端）操作说明

（一）个人用户端操作流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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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载闽政通 APP

闽政通下载二维码

1.登录闽政通 app 个人用户端

2.完成 L4 人脸识别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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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击进入“八闽健康码”服务

（四）生成个人专属的“八闽健康码”

1.二维码颜色为绿色，表示该居民健康状况核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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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维码颜色为橙色，表示该居民健康状况核验不通过，至

少属于以下六种情况之一：

（1）属于新冠肺炎确诊人员、疑似人员；

（2）属于确诊或疑似人员的可能密切接触者；

（3）来自疫情高发地区人员；

（4）属于实行封闭管理小区的居民；

（5）14 天内在我省有发热门诊就诊记录；

（6）14 天内在我省有购买退烧药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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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侧（政府用户电脑端）操作说明

（一）政府端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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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账号生成

政府端的账号已统一配置，请登录福建省政务信息网

http://10.100.10.152/bmjkm，输入单位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获取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三）登录

访问互联网地址 http://mztapp.fj.gov.cn:8193/

在“法人用户”登入框内通过输入本单位账号，进入首页。

（四）子账号管理

点击子账号管理，为各个扫码端的工作人员添加账号。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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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子账号可直接登录闽政通 app 法人用户端使用扫码端服务”。

账号为手机号，默认密码为 abc@123456。

（五）扫码记录

1．点击“扫码记录”可以看到，本单位各个扫码点的扫码

记录。

2．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本次通行记录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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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某个通行人员的姓名还可看到，该人员所有的基础

信息、通行记录和健康上报记录。

4．点击某个扫码人员的姓名也可查看扫码人员所有的基础

信息和扫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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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工健康管理

1.点击“职工健康管理”，可查看本单位或部门职工的健

康上报情况（需先导入单位职工信息）。

2.点击“查看历史记录”，可以查看单个职工以往健康上

报的记录。



13

3.点击“查看详情”，可以查看单个职工其中一条的上报详

情内容。

（七）单位组织管理

1.点击“单位组织管理”，可查看本单位全部职工基础信息，

包括姓名、证件号码和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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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信息修改”，可进行修改单个职工信息。

3.点击“删除信息”/“批量删除”，可删除单个或多个职

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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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数据上报和数据接收

1.点击数据上报按钮，进入数据上报模块，发起上报。

2.填写上报信息，包括上报的部门以及需要上报的出入扫码

记录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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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提交按钮后系统将根据用户的设置范围，将对应的出

入扫码记录数据导成 excel 格式的文件，并且将该文件发送给指

定部门。接收到该文件的部门，登录政府端管理侧后，在数据接

收模块可以看到对应记录。也可以下载对应的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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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侧（企业用户电脑端）操作说明

（一）企业端流程图

（二）具体操作

1.登录

登录互联网网址 http://mztapp.fj.gov.cn:8193/，

（1）通过 CA 登录或个人实名认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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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个人实名认证登录。需要在企业后台首页先进行

企业信息关联，否则无法进入企业后台。

2.关联员工信息。若当前闽政通后台数据库中没有企业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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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康信息，则在企业登录后，会提示企业导入信息。点击【导

入员工信息】，页面弹出本地文件弹窗。

3.若当前闽政通后台数据库中存在企业的员工健康信息，则

在企业登录后，会提示企业同步员工健康数据。

点击【同步员工信息】，则企业后台会同步获取员工的健康

上报数据；点击【自行导入员工信息】，页面跳转到企业组织管

理模块，企业可自行添加单个员工或批量导入多个员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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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看板

企业电脑首页显示包括汇总数据、每日健康上报数据变化趋

势、健康上报详情数据表。其中，汇总数据是计算截至昨日的总

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员工人数、健康上报人数、健康上报次数。

操作说明：

（1）点击汇总数据中【详情】，可进入对应的汇总数据详情

页面。其中，企业员工人数直接跳转到企业组织管理页面。鼠标

移动到每日健康上报数据趋势图中的每日节点，会显示每日企业

健康上报人数和占比企业人数比例。

（2）上报数据详情表，可输入企业员工姓名、员工身份证号

或选择上报时间、上报类型，点击【查询】按钮，数据表会显示

对应的查询对象。

（3）点击【重置】按钮，查询条件会清空，恢复默认状态。

（4）点击【批量导出】，可导出截止到昨日或选择的时间范

围内的员工健康上报数据.

（5）点击数据详情表【查看历史记录】，页面进入单个员工

的上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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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员工健康管理

员工健康管理主要记录截至目前企业导入的所有员工健康

上报数据，包括已上报和未上报。对于当日未上报的用户，为企

业提供【提醒上报】按钮；对于当日已上报的用户，为企业提供

【查看历史记录】入口，查看员工过往的上报记录。

操作说明：

（1）员工健康管理表，可输入企业员工姓名、员工身份证号

或选择最新上报时间、最新上报结果，点击【查询】按钮，数据

表会显示对应的查询对象。

（2）点击【重置】按钮，查询条件会清空，恢复默认状态。

（3）点击【批量导出】，可导出截至昨日或选择的时间范围

内的员工健康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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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勾选多名当日未上报用户，点击【批量提醒】按钮，可

对选中用户进行提醒（通过 APP 站内消息通知）。

（5）点击【查看历史记录】，页面进入单个员工过往所有的

上报记录；（对于从未上报过的员工只有提醒上报的按钮）。

（6）点击【提醒上报】，页面弹出提示弹窗，提示提醒成功。

（7）单个员工健康数据记录页面，点击表中上报详情【查看】，

进入健康详情页面。

（8）点击健康上报详情页面的【返回】，可返回员工健康数

据记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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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员工管理

企业员工管理主要是记录企业的基本信息和企业员工信息。

其中，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

业法人姓名、法人电话号码；企业员工信息主要是企业导入的员

工信息。

操作说明：

（1）企业员工信息表，可输入企业员工姓名、员工身份证号



24

或选择最新上报时间、最新上报结果，点击【查询】按钮，数据

表会显示对应的查询对象。

（2）点击【重置】按钮，查询条件会清空，恢复默认状态。

（3）点击【新增】，页面弹出弹窗，企业可输入员工姓名和

身份证号。

（4）勾选多名需要删除的员工。点击【批量删除】或点击单

个员工【删除信息】，页面弹出提示框。

（5）点击【批量导入】，页面弹窗本地文件框。

（6）点击【修改信息】，页面弹出弹窗，进行修改员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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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子账号管理

子账号管理模块主要是为了让企业主账号完成子账号的添

加和授权，继而使子账号可以登录闽政通 app 的扫码端，对他人

进行扫码检测。

操作说明：

（1）点击进入子账号管理模块，该模块所有操作都必须要插



26

入 CA 数字证书来进行操作。

（2）点击新增按钮，填写子账号操作人员信息。添加完成后

点击授权按钮，授权成功的子账号即可登录闽政通 app“出入扫

码服务”进行扫码工作。

8.出入扫码记录

出入扫码记录是汇集了各个子账号在扫码端的扫码记录。包

含了被扫码用户的信息、扫码点信息和扫码员信息。

操作说明：

（1）点击出入扫码记录，进入该模块

（2）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本次通行记录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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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某个通行人员的姓名还可看到，该人员所有的基础

信息、通行记录和健康上报记录。

（4）点击某个扫码人员的姓名也可查看扫码人员所有的基础

信息和扫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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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政府（扫码端）操作说明

（一）扫码员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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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流程

1.企业扫码端账号生成

（1）登录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授权平台

（2）点击立即注册，进入注册页。选择法人注册，填写 “企

业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相关信息，如在“企业名称”

处填写“长威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处填写：“9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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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扫码员手机号、扫码员姓名、扫码员身份证等扫

码员（本账号操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即完成注册。

（4）向本单位管理员提出授权申请，经授权后即可进行扫

码工作。

2.政府扫码端账号生成

（1）政府机构的扫码端账号统一由机构主账号登录管理侧

（政府用户电脑端）添加生成。

（2）添加后的子账号默认已授权可直接进行扫码工作。

3.账号登录

（1）打开闽政通 APP，选择“法人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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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首页的“出入扫码服务”

4.开展“出入扫码服务”

（1）上报您当前所在的社区和扫码点信息，以及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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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首页，开始扫码通行人员

A.开启扫码模式，直接扫描通行人员的“八闽健康码”进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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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也可以选择输入通行人员生成的“八闽健康码”上方的数

字，点击“查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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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扫码员可以查看被扫对象的相关健康和基础数据。按照疫

情严重程度的各类区域防控的要求，如果用户从严重程度高的区

域流向严重程度较低的区域，则提示被扫对象前 14 天内被扫记

录中所去过的严重程度最高的区域级别，被扫对象的初始位置为

该对象首次生成“八闽健康码”时所处的区域位置。

D.点击“反馈结果”进入页面，选择“通行原因”和“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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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点击“提交”，将结果数据上报到本单位管理员的电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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