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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横山区卫生健康局文件
横政卫健发〔2021〕446 号

关于印发《榆林市横山区乙肝疫苗补充免疫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医疗机构、疾控中心：

现将《榆林市横山区乙肝疫苗补充免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榆林市横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1 年 9 月 15 日

抄送：本局各领导

榆林市横山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5日印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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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区乙肝疫苗补充免疫工作实施方案

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是由乙肝病毒引起的乙类传染病，是

我区持续防控的重点传染病。为进一步加强全区乙肝防控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

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陕政办发(2015)21 号）和《陕西省

重点传染病专病专防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在继续加强重点人

群乙肝疫苗接种措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区乙肝疫情与防控工作现

状，决定开展我区乙肝疫苗补充免疫接种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目标

提高全区成人乙肝疫苗免疫覆盖率；继续对重点人群开展免

费乙肝疫苗免疫接种，降低乙肝新感染病例。

二、项目范围

全区 13 个镇、5 个街道办、4 个便民服务中心、1 个派出机

构、1 个国营农场。

三、实施对象和内容

（一）实施对象

1.横山区 1975-1979 年出生的常住人口未免疫乙肝疫苗人

群。

2.重点人群，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职业暴露人群：医院的传染科、口腔科、妇产科、手术室、

检验科和血液透析室的工作人员，新就业或将进入临床的医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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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以及医院护工等随时有可能直接接触 HBV 感染者的血液或体

液的工作人员；美沙酮门诊治疗人员；多性伴者；乙肝患者家属。

（二）接种用疫苗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CHO 细胞）（20μg)、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酿酒酵母）（20μg)

（三）接种原则

根据既往接种史，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完成乙

肝疫苗全程接种。对既往未完成免疫剂次的人群，只需补种未完

成的剂次。

1.横山区 1975-1979 年出生的常住人口

按照 0、l、6 月的免疫程序实施接种。即：未接种乙肝疫苗

者接种 3 针次，补种间隔按照 0、1、6 进行；既往接种 2 针次者

补种 1 针次；既往接种 1 针次者补种 2 针次，2 针次间隔 28 天；

免疫史不详者视为未接种，须接种 3 针次疫苗。

2.重点人群

对无乙肝病史、未接种过乙肝疫苗（免疫史不详者视为未接

种）的职业暴露等重点人群进行乙肝疫苗 3 剂次接种。免疫程序

为“0、1、6 月”，即接种第 1 剂次后，间隔 1 及 6 个月分别注

射第 2、3 剂次。

3.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接种

—既往有乙肝病史

—有明确的乙肝疫苗免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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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接种乙肝疫苗禁忌症

四、组织实施

（一）横山区 1975-1979 年出生的常住人口

横山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指导

下，由辖区的居委会、村委会负责目标人群的调查摸底工作，对

辖区内所有的目标人群登记在册，同时需要填写乙肝疫苗接种情

况调查表（附件 1)。

（二）重点人群乙肝疫苗接种

1.职业暴露人群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属地基层医疗机构对属地职业暴露人

群进行摸底，对符合接种要求并自愿接种的人员就近在辖区内的

预防接种门诊进行乙肝疫苗接种。同时医疗机构需要将摸底及接

种情况汇总，填写重点人群乙肝接种情况一览表（附件 4)。

2.美沙酮门诊治疗人员

美沙酮门诊所属的疾控机构结合艾滋病筛查工作，对在美沙

酮门诊接受治疗人员符合乙肝疫苗接种要求的接种对象进行乙

肝疫苗的免费接种。同时需要填写重点人群乙肝接种情况一览表

（附件 4)。

3.多性伴者

区疾控中心结合艾滋病防控工作对巳开展艾滋病筛查的多

性伴者，符合乙肝疫苗接种要求的接种对象进行乙肝疫苗的免费

接种。同时疾控机构需要将摸底及接种情况汇总，填写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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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接种情况一览表（附件 4)。

4.乙肝患者家属

基层医疗机构针对乙肝患者家属，利用传染病报告系统数

据，对本辖区从 2015 年至今报告的乙肝病例按村进行整理，由

村医进行精准上门宣传，开展乙肝患者家属乙肝疫苗接种，提高

重点人群乙肝疫苗覆盖。开展接种工作要遵循保护患者隐私原

则。

针对传染病报告系统未能发现的乙肝感染者，通过利用健康

体检、门诊诊疗等多途径发现乙肝感染者，对其进行乙肝防控宣

传和乙肝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宣传，动员其亲属进行乙肝血清学筛

查和乙肝疫苗免费接种。同时疾控机构需要将摸底及接种情况汇

总，填写重点人群乙肝接种情况一览表（附件 4)。

五、组织管理和实施步骤

（一）组织领导

基层医疗机构要成立乙肝疫苗免费接种项目领导小组，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职责，强化协调配合，共同做好项目的

实施与管理工作；制订详细的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开展项目

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及时发现、解决项目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技术指导。

乙肝补种项目活动开展期间，为有效应对和处置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必须成立接种预防异常反应领导小组，接种过程中，一

旦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应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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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等规定，及时报告并开展调查、

诊断和处理工作。

（二）相关职责

1.各基层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和认真组织本次乙肝疫苗补

充免疫活动，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各级落实好必要的接种补助

和工作经费，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2.疾控中心负责本次活动的具体实施，要切实加强技术培

训、业务指导、现场监督等各项工作的落实。开展补充免疫和查

漏补种活动前要完成对所有参与活动的各级各类人员的培训。

3.各地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活

动。摸底工作要充分发挥村医、社区居委会的作用，确保将辖区

内所有适龄人群纳入接种对象。

4.村民委员会要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开展与预防接种有关的

宣传、教育及接种对象的摸底调查等工作，并组织居民、村民、

重点人群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三）实施步骤

1.社会动员和宣传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动员全社会参与，营造良好的接种实施

氛围。宣传活动重点为告知接种活动的意义、接种对象、接种时

间和地点等，可采取当地群众最易接受的方式、文字，使受种者

获取准确的信息。各地可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微信、

手机短信、社区通知等方式开展宣传，在学校、车站、市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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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市等人口密集地区设立宣传专栏，张贴标语，发放宣传画、

宣传单等。提高公众的知晓率，力争宣传工作不留漏洞、不留死

角。

2.人员培训

应于宣传和摸底前完成区级以下所有参加免疫接种工作人

员的培训；要求区级直接培训至村级。

3.疫苗和注射器使用量预算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下级上报的免疫接种摸底登记数

据，按照“计划供应、避免浪费＂的原则，根据进度安排，预算

年度乙肝疫苗和注射器使用量。

4.疫苗和注射器管理

(1)采购：区疾控中心根据摸底调查结果，统一招标采购所

需疫苗及注射器。

(2)分发：区疾控中心负责疫苗的分发和管理；区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提前做好各种物

资的分配计划，保证疫苗、注射器和相关材料的逐级、合理分发，

避免浪费。

(3)领取：疾控中心要建立真实、完整的疫苗和注射器的分

发、供应记录，要求各级均设立专账管理。

(4)注意事项：区级应在每轮接种工作前将疫苗、注射器等

物资下发至乡级。在每轮接种前 2-3 日做好疫苗、注射器、表格

等物资的接收和储存工作，并记录收、发情况。为保证安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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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器使用后由卫生院统一无害化处理。

5.督导检查

区级对免疫接种活动进行全程督导，督导涵盖前期准备、摸

底登记、组织动员、现场实施、接种率评估等阶段。现场接种时，

区还将成立巡回督导组，在火车站、汽车站、市场、城乡结合部

等流动人口相对集中地区开展巡回督导检查。

（四）信息收集与管理

1.信息收集

在活动结束后，按照规定时限对本次活动进行全面总结，内

容包括组织动员、经费保障、宣传发动、培训、疫苗供应、冷链

运转、摸底登记、现场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督导评价、接种率

调查、接种数据汇总等方面。总结报告与汇总表同时上报上级单

位，并对活动所有相关资料包括相关文件、宣传、培训、接种报

表等进行整理存档。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区疾控中心负责本

辖区内接种工作、技术指导及数据收集（附件 3、5、6)、汇总

及上报。

2.报告时限

全年常规开展，于每年 7 月 10 日汇总报告前半年的接种进

度，次年的 1 月 10 日前报告全年的重点人群接种情况，将总结

报告和附 3、5、6 上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五）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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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针次费从当地基本公共卫生预防接种经费列支。疫

苗、注射器采购所需经费由区级财政列支。

六、督导检查

各地要组织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实施效果定期进行

评估。区卫生健康局将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接种工作

结束后，要及时将项目总结报区卫生健康局。

附件：1.乙肝疫苗接种情况调查表

2.乙肝疫苗免疫接种摸底调查及接种登记表

3.乙肝疫苗免疫接种汇总表

4.重点人群乙肝接种情况一览表

5.重点人群乙肝疫苗接种登记统计表

6.重点人群乙肝疫苗接种统计表

7.乙肝疫苗免疫接种通知单（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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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乙肝疫苗接种情况调查表

调查点：榆林市横山区＿＿＿＿镇办＿＿＿＿村

1.姓名：＿＿＿＿

2.性别 ：＿＿＿＿①男②女

3.出生日期：＿＿＿年＿＿＿月＿＿＿日

4.民族：＿＿＿

5.既往有无乙肝病史：①有②无

6.是否接种过乙肝疫苗？①是②否③不清楚

7.接种依据：①接种证②接种卡③个人回忆

第一针接种时间：＿＿＿年＿＿＿月＿＿＿日

第二针接种时间：＿＿＿年＿＿＿月＿＿＿日

第三针接种时间：＿＿＿年＿＿＿月＿＿＿日

签字：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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