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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2021〕12 号 

 

 

关于印发平顶山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各专项工作

组（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 

2020 年 12 月以来，我市开展了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紧急

接种工作，目前接种工作总体进展顺利。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扩大人群接种范围，分阶段做好各类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要求，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制定

了《平顶山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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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贯彻落实。 

 

平顶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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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进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有效降低人群感染

和发病风险，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河南省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疫情防指〔2021〕3 号）要

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特制定本方案。 

—、基本原则 

（一）根据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和疫情防控形势

要求，区分轻重缓急，对不同岗位、年龄、人群等排出优先顺序，

扎实稳妥推进疫苗接种。 

（二）引导鼓励群众积极接种，提高接种意愿。接种过程中

充分告知，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开展免费接种。 

（三）确保疫苗接种各环节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要

求，保证疫苗质量和接种安全。 

（四）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由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具体组织实施，各行业主管

部门协调推进相关工作。 

二、目标任务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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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 40%以上常住人口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要求，我市应于

6月底前完成不少于 209 万人、418 万剂次的接种任务。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根据各县（市、区）人口数量和城镇化水

平，对各县（市、区）接种目标人群数进行了测算，初步拟定了

接种任务：汝州市 33.5 万人，舞钢市 12.1 万人，宝丰县 16.6

万人，郏县 19.6 万人，鲁山县 25.7 万人，叶县 24.9 万人，新

华区 22.3 万人，卫东区 17.6 万人，湛河区 19.5 万人，石龙区

4万人，示范区 10.3 万人，高新区 3万人。 

三、分阶段稳妥推进 

各县（市、区）要精准安排接种计划，合理规划接种节奏，

加快接种工作进度，稳妥有力推进接种工作。 

（一）完成第一步第一阶段重点人群接种（3 月 24 日—30

日）。按照第一阶段部署，扎实推进职业暴露风险较高的人群，

如涉进口冷链物品的装卸、搬运、运输、销售等相关人员，交通

运输从业人员，医疗卫生人员等；有在境外感染风险的人群，如

因公、因私出国工作学习人员，以及公安、消防、社区工作者和

机关事业单位中直接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维持社会正常

生产、生活运行的人员，如水、电、暖、煤、气相关人员，物业、

商超、集贸市场工作人员；社会基本运行服务人员，如交通、物

流、邮政快递、养老、精神卫生福利、环卫、殡葬、救助管理、

市场监管、新闻媒体等关键岗位职业重点人群接种工作。 

（二）做好第一步第二阶段目标人群接种（3月 24 日—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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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第二阶段，要在开展第一步第一阶段目标人群补种，

加快完成第一阶段重点人群接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人群覆盖范围，将服务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高等院校在

校学生、各类学校教职工和其他校内工作人员等疾病传播风险较

高人群，部分因特殊原因需接种且身体基础状况较好的老年人，

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市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等归口管理部

门确定的其他需要优先接种人群作为目标人群。 

（三）开展第二步高危人群接种。2021 年 7 月起，继续做好

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和各类学校教职工的接种，同时开展第一步目

标人群补种。按照国家、省统一安排，开展老年人、基础性疾病

患者等高危人群的接种。 

（四）安排第三步其他人群接种。在做好前两步目标人群接

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安排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各类学校教职工

和其他有接种意愿人群接种，基本覆盖各领域人群，全面保护群

众身体健康。按照国家、省统一安排，适时开展 18 岁以下人群

接种。 

四、规范疫苗接种和使用管理 

（一）尽快提升接种能力。各县（市、区）要综合评估现有

预防接种服务能力与本辖区接种目标任务数之间的差距，依托现

有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单位深挖潜力，按照现有接种单位服务能力

至少翻倍的要求，尽快补充人员、增加接种室（接种台）、增添

冷链装备和信息化设备，满足开展大规模人群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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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同时，各县（市、区）应根据疫苗接种实际需求，依托

尚未设置预防接种门诊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增设接种点；在人口

相对集中的区域或接种人数多的集体单位，依托医务室、办公室、

会议室、教室等固定房屋设置临时接种点，全方位提高预防接种

服务能力。各县（市、区）现有接种单位的扩容、新增接种点设

置和临时接种点安排应于 3月 25 日前完成。 

（二）做好人员配备和培训。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应加强统筹

安排，按照接种任务配备足够的接种人员。选配有经验的专业技

术骨干组成师资队伍，对本轮接种新补充的工作人员应加强预防

接种工作规范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救治等的培训，确保相关人员

熟练掌握接种技术，出现异常反应可及时识别、快速处置。所有

参与接种和医疗救治的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三）规范疫苗接种服务。在保障常规接种工作秩序的同

时，通过精准预约安排接种人数和接种时间，防止人员聚集。要

按照预防接种工作相关规范要求做好全流程操作。接种前做好健

康状况询问、接种禁忌核查和信息登记，充分告知受种者接种疫

苗品种、作用、接种禁忌、不良反应和接种后留观等注意事项。

科学甄别适用人群，按照“三查七对一验证”原则，确保安全、

规范接种。接种完成后及时提供预防接种凭证。 

（四）做好接种相关信息报告和管理。新冠病毒疫苗流通、

接种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等相关信息应全面纳入免疫规划

信息系统管理。各地要充分利用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和接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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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信息系统，如实记录疫苗流通、接种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发生情况，及时准确地向疫苗电子追溯平台和国家免疫规划信息

系统报告规定信息，做到疫苗全程可追溯，疫苗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要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信息纳入健康码等管理,提

供受种者接种信息线上自助查询。新增接种单位应符合信息化建

设标准，实现疫苗和接种信息全釆集、可追溯。充分发挥信息系

统在接种信息报告、疫苗调配和流向查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

高疫苗管理效率。 

（五）规范疫苗运输使用管理。各县（市、区）要按照《疫

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要求，配备足够的疫苗冷藏运输、电子

追溯和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所需设备，依法依规灵活开展新冠病

毒疫苗配送，提高配送效率。要保证新冠病毒疫苗在储存、运输

全过程中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并定时监测、记录温度。要组织

做好供需对接，督促疫苗生产企业、配送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指

导做好疫苗货物运输前期准备、运输过程、应急响应等工作，强

化风险防范意识，严格安全管理，保障疫苗货物运输车辆通行的

安全和便利。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要认真落实疫苗

的接收和储存管理责任，建立真实、准确、完整的记录，对包装

无法识别、储存温度不符合要求的疫苗，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置

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 

五、加强异常反应监测和处置 

（一）强化异常反应医疗救治保障。各县（市、区）要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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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毒疫苗接种点划分为若干区域，组织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对口

负责责任区域内接种点的医疗救治保障工作，派出有经验的急诊

急救人员携带必要的医疗设备、药品等驻点保障。所有参与疫苗

接种和医疗保障的医务人员要先培训后上岗，要熟悉疫苗疑似异

常反应症状、体征，掌握疑似异常反应救治技术，加强疫苗接种

禁忌症问诊，要及时识别、立即处置在接种现场出现的严重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同时高度重视迟发严重疑似异常反应医疗救

治，畅通转诊通道，建立救治绿色通道，全力组织救治。异常反

应医疗救治相关费用由医保基金支付。 

（二）加强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置。各地要组织卫生健康、市

场监管部门按职责负责新冠病毒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

测和疫苗质量监督管理等工作，规范开展监测报告、调查诊断和

鉴定等工作，提高监测处置质量。因预防接种导致受种者死亡、

严重残疾，或者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等对社会有重大影

响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按照

各自职责组织调查、处理。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由各级疾

控机构和医学会按照国家关于调查诊断和鉴定的规定开展。对属

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不能排除的病例，根据我省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补偿办法确定补偿金额，承保异常反应补偿保险的保险公司

给予补偿。各县（市、区）政府要参照省、市新冠病毒疫苗安全

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预案，对疫苗安全事件分级、处置组织

指挥体系与责任、预防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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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规定。 

六、加强疫苗供应保障 

（一）落实疫苗接种经费保障。新冠病毒疫苗在知情自愿同

意的前提下实施居民免费接种政策。本轮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

用由医保基金负担，财政对医保基金给予补助，居民个人不负担

费用。医保部门按照实际采购价格向采购机构支付实际接种剂次

的新冠病毒疫苗费用，根据接种剂次按月及时向接种单位全额支

付接种费用。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保障具体办法由市医保

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根据省级工作方案另行制定。 

（二）加强疫苗供应调度。我省已指定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组织全省新冠病毒疫苗的采购和接种等工作，建立了全省统一采

购、统一结算、统一调配的工作机制。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保

障组要统筹统计全市接种对象数量，按周制定疫苗月需求计划，

报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做好与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对接，协调疫苗周转配送，保障疫苗供应。 

七、加强组织工作保障 

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作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头号任务来抓，主要负

责同志负总责，有关部门按职责落实工作。 

（一）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各县（市、区）要抓紧成立由疫

情防控指挥部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协调本地区疫苗储运、安全管理、规范接种、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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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应急处置和宣传教育工作，落实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管理责

任。各县（市、区）要参照本方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的疫苗接种具体实施方案，做好目标人群选定、时间任务表制

定，将接种计划细化到周，分月、分周、分日倒排进度、压茬推

进。各县（市、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案务必于 3 月 25

日前报市指挥部医疗保障组（联系电话：7667931、7667937；电

子邮箱：pdsjkk@126.com），同时，各县（市、区）应于每日

10:00 前报送接种工作进展统计表（详见附件）。 

（二）落实工作组和部门行业管理职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各专项工作组（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部门要认真

履行各自工作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全力以赴推动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 

医疗保障组负责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组织实施，制

定实施方案和接种技术方案，抓好接种单位设置与规划，组织开

展人员培训，加强信息报告管理，狠抓科学规范接种，及时有效

处置异常反应，保障接种全过程的疫苗安全和接种安全。 

宣传和舆情组负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宣传引导，普及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的有关知识，及时向社会发布我市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的政策，动员群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同时，要加强舆情监测，

有效引导和处置涉疫苗舆情。 

社会防控组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群众发动工作，发挥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动员好、组织好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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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接种疫苗。 

交通防控组负责保障疫苗货物运输车辆通行的安全和便利。 

督查检查组负责组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督导组，对各县

（市、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重点督导方案制定、人

员培训、接种单位扩容、经费保障、目标任务完成进度等。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职责做好本行业从业人员疫苗接种工

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尤其是针对大型企业、人员聚集行业

单位人群疫苗接种工作，要与各县（市、区）紧密结合、信息同

步，共同组织实施、共同承担责任。各归口管理部门要按职责做

好我市港澳台同胞、华侨华人及外籍人士接种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做好科普宣教工作，向公众大

力宣传疫苗保护个人健康、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重要作用，

传递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科学信息，组织专家解疑释惑，引导

公众理性看待接种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异常反应、偶合反应等，形

成合理预期。继续积极倡导保持合理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

公筷制等良好卫生习惯，引导受种人员落实个人防护责任。把握

正确舆论导向，提高公众防护意识。 

（四）加强督导评估。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有

关部门要对疫苗接种工作及时开展评估，总结接种工作经验，查

找薄弱环节，不断完善管理服务。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督导组将对

各县（市、区）接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巡回督导检查，对于组织

领导不力、措施落实不到位、工作进展缓慢的单位和个人，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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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追责。 

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各专项

工作组（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

梳理在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

意见建议，报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联系电话：2663127；

电子邮箱：pdsszhb@163.com),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将每周

召开一次碰头会，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附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进展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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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进展报表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21 年  月   日 

累计接种人次 当日接种人次 

县（市、区）

目标 

任务数 

（万人） 

每日应完成

（万剂次）
接种完 

两剂 

仅接种 

一剂 
总人次

接种 

第一剂 

接种 

第二剂 

汝州市 33.5 0.74            

舞钢市 12.1 0.27            

宝丰县 16.6 0.37            

郏  县 19.6 0.44            

鲁山县 25.7 0.57            

叶  县 24.9 0.55            



 

 - 14 - 

新华区 22.3 0.50            

卫东区 17.6 0.39            

湛河区 19.5 0.43            

石龙区 4 0.09            

示范区 10.3 0.23            

高新区 3 0.07            

合 计 209.1 4.65            

注：此表为日报表，每日上午 10：00 前填报截至前日 24:00 数据，从 3月 25 日起开始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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