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ENTE
UFFICIO RELAZIONI CON IL PUBBLICO

Informazioni
sulla disabilità
nella
provincia di Prato

申请步骤核对表：应该怎么做？
1-去儿科或家庭医生处要求看专科医生

2-

用申请单去约会看专科医生

3 - 经卫生局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评估组织(UFSMIA)所属专科
医生看诊后出具报告

Le Istituzioni
Scolastiche
di Prato

Comune, Provincia, Prefettura e Azienda USL4
PRATO

完成日期

儿童和青少年
残障和残疾的鉴定
根据 104/92 款法律第三条
根据 118/71 款和 295/90 款法律

4 – 将这份报告递交给儿科医生或家庭医生,由他们在INPS的网站
上填写相应表格并出具经由他们签名的证明书副本，收到含有证书
号码的收据（证书号码有效期90天）
5 - 用证书号码通过社会保障局INPS网站申请医生委员会的身体复检
（可 请工会帮忙或独立完成）申请后收到收据
6 – 向学籍所在学校递交医生的检验报告和社会保障局INPS的收据

7 - 等待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8 – 前往医疗委员会进行身体复检

9 - 等待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10 – 向相关部门提交检查文件（学校，卫生局ASL）

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机会和权利，请联系:
综合公共关系办公室—绿色电话 800 058850 - 0574 1836096
电子邮箱 urpmultiente@po-net.prato.it
周一和周四 9:00-13:00，15:00-17:00
周二、三、五 9:00-13:00
普拉托卫生局公共关系办公室
绿色电话 800 017835 - 0574 805052
电邮 urp@usl4.toscana.it
网址 www.ausl4.toscan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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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IC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 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怎样才能得到残疾和残障鉴定
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0574 35030，周一至周五
05740574
35030，周一至周五
0574
35030，周一至周五
35030，周一至周五
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三
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三
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三
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
15：00-18：00
15：00-18：00
15：00-18：00
15：00-18：00
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0574 35030，周一至周五
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三
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0574 35030，周一至周五
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三
由残疾儿童、青少年所在家庭选择的儿科（家庭儿科医生）或全科医生出介绍信（证明）
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0574 35030，周一至周五
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三
15：00-18：00
15：00-18：00
国家和民间残疾人协会—电话
0574 35030，周一至周五
UIC - Unione Italiana
Ciechi Ipovedenti
- tel. 0574 242439：00-12：00，以及周一和周三
martedì ore 10-12 e giovedì
ENS
—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0574 571050，周二
0574
571050，周二
17：00-19：00
571050，周二
17：00-19：00
和周四
17：00-19：00
10：00-12：00，周六
和周四
和周四
10：00-12：00，周六
10：00-12：00，周六
10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05740574
571050，周二
17：00-19：00
和周四
10：00-12：00，周六
10 10
15：00-18：00
15：00-18：00
ore
16-18
儿科/家庭医生可以要求来自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评估组织（UFSMIA）的精神和心理科
：00-12：00
：00-12：00
（需特别预定）
（需特别预定）
（需特别预定）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0574 571050，周二
17：00-19：00
和周四 10：00-12：00，周六
10 ：00-12：00
（需特别预定）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0574 571050，周二
17：00-19：00
和周四 10：00-12：00，周六
10 ：00-12：00
医生对儿童和青少年作一精神和心理方面健康的评估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0574 571050，周二
17：00-19：00 和周四
10：00-12：00，周六
10
：00-12：00
（需特别预定）
：00-12：00
（需特别预定）
国家聋人团体--电话
0574 571050，周二
17：00-19：00
10：00-12：00，周六 10
 
 – 0574
24243 和周四
10-1216-18
UIC –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0574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0574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15：00-18：30，
15：00-18：30，
15：00-18：30，
周五 9：周五周五
9：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05740574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15：00-18：30，
9：周五
：00-12：00 （需特别预定）
：00-12：00
（需特别预定）
儿科、家庭医生可申请专科医生的评估，
并需要他们进行事先预约。对于
5 周岁以内的儿童15：00-18：30，
00-12:00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0574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15：00-18：30，
周五00-12:00
9：00-12:00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0574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周五 9：00-12:00
可通过以下电话预约： 00-12:00 00-12:00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0574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15：00-18：30，
周五 9：
意大利盲、视障人联盟--电话
0574 24243/440552，周二和周五
15：00-18：30， 周五 9：
•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00-12:00
00-12:00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普拉托卫生局精神和心理健康评估组织(UFSMIA)接待办公室
电话：. 0574 807879
•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周一、三、五 11：00 至 13：00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通过协会团体申请需要出示会员卡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自己独立转发申请的方式
对于 5 周岁到 18 周岁的儿童/青少年可通过以下电话预约：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6.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体检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体检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体检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完成申请后拿到申请收据
80
80
普拉托卫生局的CUP办公室，电话
0574
5050
(约定电话
0574
5080)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体检
时的收据）
时的收据）
时的收据）
时的收据）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体检
也可通过以下窗口直接前往预约：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体检
时的收据）
时的收据）
递交至学籍所在学校（精神和心理科医生的报告，医生证明书，在社会保障局INPS做体检
普拉托卫生局的CUP办公室窗口
7.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时的收据）
时的收据）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有资格办理预约的药房
8.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4 做身体复检
4 做身体复检
4 做身体复检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4 做身体复检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等待普拉托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通知身体复检的信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4 做身体复检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4 做身体复检
有资格办理预约的医疗所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4 做身体复检
在普拉托卫生局医疗委员会USL
4 做身体复检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咨询地址和时间：综合公共关系办公室（URP Multiente）普拉托卫生局公共关系办公室（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在参加身体复检时需要带：
www.usl4.toscana.it
).
URP Azienda USL4 Prato）网址(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医生的评估报告（见第三点）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请求来自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评估组织（UFSMIA）的精神和心理科医生做健康评估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费）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费）
•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费）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其它与此有关的医疗纪录
精神和心理科医生可出具评估报告（这项服务属于付费项目（ticket）--根据法律，低收入家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费）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费）
庭可少交或免交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费）
儿童、青少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信得过的医生陪同前往（自费）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天之内
180 天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180 180
天之内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180 天之内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9. 等待卫生局医生委员会邮寄的复检结果
这份由(UFSMIA)出具的健康评估报告会送达儿科和家庭医生处。任职医生会在社会保障局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180
天之内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www.inps.it
www.inps.it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www.inps.it
www.inps.it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180
天之内
的网站上填写表格（有偿服务）然后出具文件，文件包括：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INPS电话中心—803164。
INPS电话中心—803164。
INPS电话中心—803164。
INPS电话中心—803164。180 天之内
www.inps.it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www.inps.it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如果申请被社会保障局INPS拒绝（残疾资格没有被认可）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
180 天之内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www.inps.it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INPS电话中心—803164。
INPS电话中心—803164。
向法院提出上诉。需获知申请状态可浏览网站
www.inps.it
或通过电话咨询社会保障局
含医生签名的证明书副本，此副本需要在前往医疗主管委员会进行身体复检时出示（见第八
检查结果的递交：
检查结果的递交：
检查结果的递交：
检查结果的递交：
INPS电话中心—803164。
INPS电话中心—803164。
点）。在此证明中可提出需要残疾和残障鉴定的申请，并传真至主管委员会。
检查结果的递交：
检查结果的递交：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检查结果的递交：
10. 检查结果的递交：
发送证书的收据上含有应用程序代码（证书号），在申请残障复检时需填写此代码。证书号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码有效期 90 天，如果过期必须重新去医生处办理。
•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管理办公室窗口
管理办公室窗口
管理办公室窗口
管理办公室窗口
残障鉴定标准（L.104）可递交至学校秘书处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管理办公室窗口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管理办公室窗口
申请必须同时转发至社会保障局INPS网站（www.inps.it），以下是递交方式：
标准残疾
（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标准标准
（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标准（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残疾
残疾（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管理办公室窗口
• 残疾
残障标准（L.104）/残疾标准（L.118）可递交至普拉托卫生局USL4
管理办公室窗口
标准（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残疾标准残疾
通过以下服务窗口转发申请是免费的：
• 残疾标准（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残疾标准（L.118）可以前往工会或直接向INPS递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