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丹东市免疫规划工作
督导检查的通知
丹卫计办〔2016〕153 号
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局、合作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的决定》（国务院第 668 号令），按照《辽宁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开展全省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的通知>》
（辽卫传〔2016〕
188 号）文件要求，做好预防接种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预防接
种服务质量，有效控制疫苗针对传染病的流行，市卫生计生委决
定于 2016 年 10 月中下旬开展全市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的
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
管理条例>的决定》、《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国家卫生计生委办
公厅关于开展预防接种规范管理专项活动的通知》
、
《关于调整国
家免疫规划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策略的通知》、
《辽宁省预防接种
门诊设置标准》等政策法规。
二、检查对象
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局、疾控中心，相关预防接种单位。
三、检查内容
- 1 -

查看预防接种单位及人员情况、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管理、预
防接种单位宣传和公示、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疫苗和
冷链管理等；对各地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或图纸）进行验收；
查看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运转情况和卡介苗接种点（可在社
区预防接种门诊查看）信息登记是否完整。
四、受检单位选择
各地要提供辖区内全部预防接种单位的名单（已实施乡级集
中接种任务的乡镇，不用提供村级接种点的信息，未纳入或未计
划纳入乡级集中接种村级接种点仍在名单内），名单内容包括预
防接种单位（包括独立设置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和卡介苗
接种点，若预防接种单位承担狂犬病暴露处置功能，需要注明）
名称、地址、电话、开诊时间等信息。由督导组进行现场随机抽
取各地区的 2 个乡级预防接种门诊、1 家犬伤门诊、1 家卡介苗
接种点作为受检单位。
五、督导人员和时间
王立新、崔荣敏、刘杨、路淋、孙继绪。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六、其他事宜
本次抽查同时作为市级对县区级开展辖区内全面督导检查
的现场培训，待市卫生计生委检查结束后，各地卫生计生局要按
照本方案，组织专家于 11 月 15 日前完成辖区内全部预防接种单
位（包括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和卡介苗接种点）的督导考核，
发现问题要限期整改。11 月 15 日前上报督导总结，上报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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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epi@163.com。

附件：1. 全市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表（一）
2. 全市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表（二）
3. 全市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表（三）

丹东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19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丹东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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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表（一）
被考核单位：

县（市）

考核日期：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年

月

考核评估方法

日

考核人：
考核对象

1.常规免疫管理
1.1 是否转发《关于印发辽宁省预防接种门诊设置标准的通
知》
（辽卫办发﹝2015﹞238 号）
1.2 是否按照《关于印发 2016 年度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分配计
划的通知》（辽卫办发﹝2016﹞121 号）合理做出
1.3 是否转发《关于开展 2015/2016 年度辽宁省脊髓灰质炎疫
苗查漏补种工作的通知》（辽卫办发﹝2015﹞236 号）
1.4 是否转发《关于印发 2016 年辽宁省流行性出血热疫苗接
种实施方案的通知》（辽卫办发﹝2015）236 号）
1.5 是否转发《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停用三价脊髓灰质
炎减毒活疫苗的通知》
（辽卫传[2015]89 号）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行政部门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1.6 是否转发《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关于调整国家
免疫规划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策略的通知》（辽卫发﹝2016）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38 号）
1.7 全市农村地区乡镇总数

县级卫生计生

以本地区统计年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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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二类疫苗管理
2.1 是否转发《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预防接
种工作规范管理的通知》（辽卫办发﹝2016﹞196 号）
2.2 是否转发《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第二类
疫苗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卫传[2016]50 号）
2.3 是否转发《关于印发辽宁省第二类疫苗过渡期采购规定
的通知》（辽卫传[2016]109 号）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2.4 是否转发《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二类
疫苗采购和使用管理工作满足群众接种需求的紧急通知》
（辽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卫传[2016]172 号）
2.5 是否转发《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辽宁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转发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贯彻实施新修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通知》
（辽

现场查看转发文件。（是/否）

食药监市发﹝2016﹞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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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二）
（县级疾控机构用）
被考核单位：

县（市）疾控中心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人：

考核评估方法

1.预防接种单位设置和资质管理
1.1 协助行政部门开展接种单位资质认定工 查阅 2013 年以来的接种单位资质认定工作通知、方案等。
作

开展填√，否则填×。

1.2 协助开展预防接种人员资质认定和考核 查阅 2013 年以来的资质认定文件和考核结果。两项均开展
工作

填√，否则填×。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对接种单位设置、人员数量、服务总

1.3 规范接种单位设置管理

人口、服务半径提出明确要求的填√，否则填×。
（记录具
体配置标准）

1.4 规范预防接种单位服务周期管理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对不同类型接种单位服务周期提出要
求的填√，否则填×。（记录具体要求）

2.加强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管理
2.1 明确预防接种单位责任区域
2.2 定期收集主动搜索和查漏补种
信息

责任区域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以文件形式明确。明确责任
区域的填√，否则填×。
查 2016 年主动搜索/查漏补种记录、报告、总结等资料。
若定期开展，填写定期开展的频次：1 每月 2 每季度 3 每
半年。若未开展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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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2.3 每月收集辖区医院产科新生儿

查阅最近 3 个月资料。每月收集信息填√，否则填×。如

出生信息

本地已将产科出生新生儿直接纳入信息系统管理，填√。

3.规范预防接种告知和宣传行为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考核评估方法
核查预防接种宣传相关宣传资料、告知书等，如宣传中未

3.1 规范开展预防接种宣传

涉及疫苗生产和批发企业、未夸大宣传、未播放/张贴/变相
协助疫苗生产和批发企业广告宣传填√，否则填×。

3.2 预防接种证管理（自行印制单位填写） 自行印制的预防接种证无广告内容，填√，否则填×。
4.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
4.1 转发或下发国家接种证查验
指导方案
4.2 总结 2015 年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

查阅相关文件。转发或下发填√，否则填×。
查阅 2015 年接种证查验工作总结并收集。开展总结填√，
否则填×。

5.疫苗和冷链管理
5.1 制定和报告 2016 年疫苗需求计划

登录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查看 2016 年疫苗计划报
告情况。已填报填√，否则填×。
查 2016 年第一类、二类疫苗各 2 种、距离考核时间最近一

5.2 疫苗出入库记录完整

批的出入库记录，若疫苗品种、剂型、数量、规格、批号、
有效期、生产企业、批签发合格证明编号等内容均完整填
√，否则填×。

5.3 疫苗出入库记录保存 2 年备查

查 2014 年第一季度疫苗出入库记录。完整保存填√，否则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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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帐苗相符

查第一类、二类疫苗(若有)各 2 种库存记录，并与实物比
对。帐苗全部相符填√，否则填×。
核查疫苗出入库记录或预防接种信息平台（若有）或实物。

5.5 未将治疗性生物制品作疫苗管理使用

若 2015 年 6 月 1 日以后，未将兰菌净作为疫苗使用和管理
填√，否则打×。
现场核查本级疾控机构冷链设备建档，登陆国家免疫规划

5.6 冷链设备建档报告

信息管理系统查看报告情况。建档报告率 100%，填√，否
则填×。
查阅 2016 年冷链设备温度监测记录。所有储存疫苗冷链设

5.7 规范开展在用冷链设备温度监测

备每天记录 2 次（上/下午各 1 次，含周末假期）温度。完
整记录填√，否则填×。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考核评估方法

自

整

考

查

改

核

查阅 2016 年疫苗冷链运输记录 5 份（不足全查）。疫苗名
5.8 规范开展疫苗运输温度监测

称、企业、数量、批号、有效期、启运和到达时间、疫苗
储存温度、运输工具名称和接送疫苗人员签名均完整填√，
否则填×。

5.9 冷库和冰箱开展温度监测

运行冷库和冰箱均开展温度监测填√，否则填×。若无冷
库，记录对冰箱的考核情况并说明。

6.规范监测和疫情处置工作
自查 2015 年工作指标完成情况。
根据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国家考核 2016 年上半年
6.1 麻疹监测指标完成情况

以下监测指标完成情况：麻疹监测病例 48 小时完整调查
率、散发麻疹监测病例血标本采集率、麻疹监测病例血标
本送达网络实验室情况。均达标填√；否则填×。

- 8 -

─

记录

自查 2015 年情况。抽查 2016 年 AFP、麻疹监测病例的纸
6.2 规范填写 AFP、麻疹病例个案调查表

质个案调查表合计 10 份（若<10 例，全查），核查调查表

─

规范填写情况。若必填项缺项，或所填内容与信息系统录
入内容不一致，视为填写不规范，填×，否则填√。
6.3 开展麻疹疫情风险评估工作情况
6.4 开展脊灰输入传播风险评估工作情况

查总结等资料。开展麻疹疫情风险评估工作，并采取针对

─

措施防控风险的填√，如采取索取相关文件。否则填×。
查总结等资料。开展脊灰输入传播风险评估工作，并采取
针对措施防控风险的填√，并索取相关文件。否则填×。

6.5 辖区医疗机构 AFP 监测病例

查辖区最大综合医院或属地医院 2016 年以来儿科住院记

漏报情况

录。无漏报填√，否则填×。

6.6 辖区医疗机构麻疹监测病例

查辖区最大综合医院或属地医院 2016 年以来儿科、传染科

漏报情况

住院记录。无漏报填√，否则填×。

─
─

7.预防接种规范管理专项活动组织实施
7.1 制定或转发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查阅下发的文件和方案。制定填√，否则填×。

7.2 开展专项活动培训

查培训通知、签到册等资料。开展填√，否则填×。

7.3 开展专项活动自查工作

查阅自查工作相关资料。开展填√，否则填×。

7.4 开展专项活动整改落实工作

查阅整改工作相关资料。开展填√，否则填×。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考核评估方法

7.5 是否开展专项活动督导工作

查阅督导工作相关资料。开展填√，否则填×。

8. 脊灰疫苗转换工作
8.1tOPV 是否已全部销毁
8.2 tOPV 回收、销毁是否符合规定
8.3 脊灰疫苗冷链情况
8.4 脊灰疫苗出入库情况

查看冷库、疫苗出入库登记及销毁数量记录。（是/否，如
“否”，填写尚未销毁的数量）
查看回收、销毁记录表、销毁影像资料等。
（是/否）
bOPV 和 IPV 冷链保存是否符合规定。（是/否）
现场查看台账、实物是否相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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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9.二类疫苗管理
9.1 二类疫苗采购方式

查看采购记录、合同等资料。（填写具体采购方式）

9.2 企业配送方式

查看采购合同等。
（填写具体配送方式）

9.3 县级 CDC 疫苗贮存和冷链管理。

查看疫苗存储情况、温度监测记录等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

注：1. 现场收集相关文件、总结、报告资料（电子版）。
2. 根据各项工作资料、记录开展现场检查评估，并查看记录自查、整改落实情况。
3. 现场检查评估与自查、整改落实情况不一致时，需记录具体情况。如果无法提供自查、整改结果，在记录栏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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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市免疫规划工作督导检查（三）
（接种单位用）
被考核单位：

县

考核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考核人：

单位类别：1 妇幼保健机构 2 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3 疾控机构 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乡镇卫生院 6 社区服务站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考核评估方法

1.预防接种单位及人员情况
1.1 单位情况
1.1.1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查看相关证书。有证且在有效期内填√，否则打×。

1.1.2 接种单位资质

查相关证书或文件。有证并在有效期内填√，否则打×。

1.1.3 接种服务周期

填写所查接种单位服务周期，分为日（≥3 天/周）、周（≥1
天/周，下同）、旬、月、双月接种、其他。

1.1.4 最大服务半径（公里）

填写距离本接种单位最远的居民的交通距离。

1.1.5 周末提供接种服务

周六、日提供半天以上预防接种服务，填√，否则填×。

1.2 人员情况
1.2.1 预防接种单位总人数

填在岗人数。

其中培训考核合格人数

查证或相关资料，注明最近的培训合格时间。

1.2.2 接种人员数量

查证，填在岗人数。

其中，执业医师人数

查证。填接种人员中执业医师人数。

执业助理医师数

查证。填接种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人数。

护士数

查证。填接种人员中护士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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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记录

乡村医生数

查证。填接种人员中乡村医生人数。

2.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管理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2.1 预防接种单位责任区域明确，
专人管理

考核评估方法
查阅相关文件和公示资料。明确划分责任区域并由专人负责
填√，否则填×。

2.2 定期开展适龄儿童主动搜索/查漏 查阅 2016 年相关记录。若定期开展，填写定期开展的频次：
1 每月 2 每季度 3 每半年。若未开展填×。
补种
2.3 每月收集辖区医院产科新生儿出生 查阅最近 3 个月资料。每月收集信息填√，否则填×。若疾
信息

控机构已将产科新生儿纳入信息系统建档管理，填√。
查相关资料，通过比对计免、妇幼出生数、计生出生数和统

2.4 掌握辖区 2016 年适龄儿童底数

计局出生数方法，收集辖区适龄儿童底数。若比对分析填√，
否则填×。
查阅儿童预防接种卡整理/核查记录和日期，结合实施方案

2.5 每半年整理/核查预防接种卡

要求，判断是否至少每半年整理/核查预防接种卡。若至少
每半年开展填√，否则填×。

2.6 按要求保存预防接种卡（含电子
档案）

查接种单位管理的 1991 年以后出生儿童接种卡，完整保存
填√，缺任一年度填×。

3.预防接种单位宣传和公示
3.1 预防接种证不得有广告内容

现场核查本接种单位管理的 5 名 2016 年出生儿童接种证。
无广告内容填√，否则填×。
国家考核现场抽取 2016 年出生的 5 名儿童预防接种证，核

3.2 规范填写预防接种证信息

查本单位接种疫苗的名称、接种日期、批号、生产企业和医
生签名等记录，无缺项填√；发现任一名儿童缺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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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接种单位宣传情况，若无发放由企业提供或印制的
3.3 规范预防接种宣传内容

涉及到企业产品和名称的广告宣传单/册，无张贴画、易拉
宝等，填√，否则打×，并记录不规范问题。
核查接种单位公示、宣传和告知资料。接种单位完整公示疫

3.4 规范预防接种公示内容

苗的品种、免疫程序、接种方法、作用、禁忌症、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第二类疫苗服务价格、预防接种工作流程、咨询
电话，填√；否则填×。并记录公示不规范内容。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4.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
4.1 入园儿童查验情况

考核评估方法
查看疾控机构入托、入学查验相关材料
检查 2015 年入园查验记录情况，入园儿童均有查验记录的，
填√；否则填×。
从查验记录中，统计漏种总剂次，对漏种儿童（漏种儿童超

4.2 入园儿童补种情况

4.3 入学儿童查验情况

过 10 名，以 10 名为准），通过接种记录核实补种情况。如
果应补种的累计剂次，完成 90%以上补种填√；否则填×。
检查 2015 年入学的查验记录情况，入学儿童均有查验记录
的，填√；否则填×。
从查验就记录中，统计漏种总剂次，对漏种儿童（漏种儿童

4.4 入学儿童补种情况

超过 10 名，以 10 名为准），通过接种记录核实补种情况。
如果应补种的累计剂次，完成 90%以上补种填√；否则填×。

5.疫苗和冷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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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2016 年第一类、二类疫苗各 2 种、距离考核时间最近一
5.1 疫苗出入库记录完整

批出入库记录。疫苗品种、剂型、数量、规格、批号、有效
期、生产企业、批签发合格证明编号等内容均完整填√，否
则填×。

5.2 疫苗出入库记录保存 2 年备查
5.3 帐苗相符

查 2014 年第一季度疫苗出入库记录。完整保存填√，否则
填×。
现场核查第一类、二类疫苗(若有)各 2 种库存记录，并与实
物比对。帐苗全部相符填√，否则填×。
核查疫苗出入库记录/预防接种客户端（若有）或实物。若

5.4 未将治疗性生物制品作疫苗使用

2015 年 6 月 1 日后，未发现将“兰菌净”作为疫苗使用管
理的填√，否则打×。

5.5 冷链设备建档报告

现场核查本级冷链设备，并登陆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查看
报告情况。建档报告率 100%填√，否则填×。
查接种单位 2016 年以来冷链设备温度监测记录。所有储存

5.6 规范开展在用冷链设备温度监测

疫苗的冷链设备每天至少记录 2 次（上、下午各 1 次，含周
末和假期）温度。完整记录填√，否则填×。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6. 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
6.1 信息网络管理

考核评估方法
对各地（沈阳、大连除外）的全部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进行
逐一验收。
现场查看是否实现了预防接种信息网络管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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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查看是否能自动记录儿童留观到点时间，确切记录儿童
6.2 接种信息

接种时间、疫苗品种及批号、接种医生、接种部位等信息。
（是/否）

6.3 数据交换
6.4 全流程管理
7.农村地区乡镇集中接种
7.1 乡级接种门诊
7.2 接种人员

现场查看是否实现了儿童预防接种客户端与辽宁省儿童预
防接种信息平台即时进行数据交换。（是/否）
现场查看是否实现门诊全过程取号排队，并根据语音呼叫，
进行有序预检、登记、接种和留观。（是/否）
每个县随机抽取的 2 个实施乡镇集中接种后的乡级接种门
诊
是否建有乡级预防接种门诊。（是/否）

现场查看是否有接种医生，并查看其预防接种上岗证件。
（是
/否）
现场随机查看 10 名 2016 年 7-8 月份接种卡片（必须为不同

7.3 接种医生信息

村儿童），接种医生签字姓名和乡级接种人员姓名是否吻合。
（是/否）

8. 预防接种管理
8.1 疫苗保存

考核评估内容/项目

查看冰箱是否清洁、干净。（是/否）

考核评估方法
查看冰箱是否为疫苗专用。（是/否）

- 15 -

自

整

考

查

改

核

记录

查看冰箱是否且存放除疫苗外的任何物品。
（是/否）
8.2 接种卡片

现场随机抽取 10 名儿童的预防接种卡片，查看接种信息登
记是否完整。（是/否）
现场随机抽取 10 名儿童的预防接种卡片，查看接种信息是

8.3 信息化运行情况

否录入辽宁省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平台。（填写信息录入比
率）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检查时如本次抽查的预防接种单
位如承担此项任务则按要求进行检查，如不承担可再随机抽

9.特殊预防接种门诊

查 1 个承担此项任务的预防接种单位。卡介苗接种点相关内
容检查时可增加 1 个卡介苗接种点，也可从社区预防接种门
诊获得相关资料。
是否为 24 小时开诊。
（是/否）
（如否，询问每个县（区）是
否至少有 1 个 24 小时开诊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并如
实记录）

9.1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

查看是否具备被动免疫制剂使用能力。（是/否）
查看是否配备专业的伤口冲洗设备、专用的冲洗剂、消毒剂，
保证按照《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09 年版）》要
求规范处置伤口。
（是/否）
查看接种信息疫苗批号是否登记完整。（是/否）

9.2 卡介苗接种点

查看接种信息接种医生是否签字。
（是/否）
查看儿童预防接种告知书是否保存完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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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现场查看各项工作资料、记录、公示、疫苗和冷链设备，以及自查、整改落实情况相关资料。
2.现场考核评估与自查、整改落实情况不一致时，需记录具体情况。如果无法提供自查、整改结果，在记录栏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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