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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所产生的费用，
个人不需要承担任何部分吗？

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徐伟伟：
本次疫苗接种主要有三个关键词：
一是知情自愿；二是免费接种，相
关费用由医保和财政负担，居民个
人不负担任何费用；三是属地，由
属地组织实施。

需要说明的是，接种费用包括
保险费用，由企业投保异常反应商
业保险，接种后如果出现异常反
应，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所有居民在知情自愿的前提
下，都可以免费接种一轮疫苗，相
关费用将由医保基金滚存结余和
财政共同负担，居民个人不负担。
接种人员不区分是否参加了医保。

免费接种对象是哪些？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夏时畅：
浙江疫苗接种不区分是否为浙江
户籍，不区分是否有医保，不区分
重点人群。后续只要是18周岁及
以上居民都可以免费接种。18周
岁以下居民接种工作，将科学制定
疫苗接种计划、进度，根据供应保
障情况等组织接种。

目前部分群众对新冠病毒
疫苗的安全性还是有一定的疑
虑，请问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
到底如何？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陈直平：你这个问题应该说也是大
家比较关心的。目前，我省提供大
家接种的新冠疫苗就两种：分别为
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国药中生”）和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科兴中维”)生产的灭活疫
苗。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两种疫苗均是灭活疫苗，而
灭活疫苗是人类疫苗研发生产的
最传统最经典技术路线，即在实验
室或疫苗生产车间培养新冠病毒，
然后将其灭活，使之没有毒性，但
其进入人体后依旧能刺激人体产
生抗体，从而起到保护效果；由于
灭活疫苗制备方法简单快速，安全
性比较高，早已被广泛使用，比如
我国目前在儿童免疫接种中使用
的脊灰灭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百白破疫苗和部分乙肝疫苗等都
是灭活疫苗。

2.两种疫苗均是国家已批准
附条件上市的产品，获批上市的疫
苗，在其上市前的一、二、三期临床
试验中，各项安全性指标肯定是达
到了国家要求，这需要大量实验室
和现场人群实际接种数据，需要经
过多轮多学科专家严格审查、质疑
后才能通过评审。

3.我国目前已经接种了超过
6200万剂次新冠疫苗，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在新闻发布会上
的信息表明，我国新冠疫苗安全

性良好，总的发生率跟常规接种
的灭活疫苗接近，主要的表现是
一些局部的疼痛、局部的硬结这
样一些情况。轻度发热的病例大
概不到0.1%，过敏反应等比较严
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大约为百万
分之二，至今尚未发现出现死亡、
严重残疾及群体性预防接种事
件。

截至2021年3月14日，浙江
省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34.92万余
剂次，据异常接种反应监测系统
统计分析，接种后累计报告疑似
异常接种反应（简称：AEFI）发生
率为5.32/万，而全省2020年其他
疫苗 AEFI 报告发生率为 6.02/
万；而且报告的疑似异常接种反
应大部分为一般反应，所谓的一
般反应是指受种者发生的一过
性、轻微的机体反应，如接种部位
红肿、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轻
度发烧、乏力、头痛等全身反应；
目前真正被确认为严重异常反
应的发生率只有 2.2/百万，并经
治疗后好转痊愈，目前全省未监
测到死亡、严重残疾和群体性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件。经
对我省现有监测信息结果分析，
提示本次新冠疫苗及接种整体
安全可控。

以上三点均说明目前接种的
新冠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大家
可以放心接种。

据浙江发布、《都市快报》

浙江明确：

不论户籍，不论是否参加医保
18周岁及以上居民都可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3月 15日上午，浙江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第六十八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请省卫生健康委、省
医疗保障局、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介绍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夏
时畅先通报了最新疫情情
况：3月 14 日，浙江无新增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 3月 14 日 24 时，浙江
现有在院治疗确诊病例 3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
染者31例，均由境外输入。

2月22日起，全国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全部动态清
零，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并持续向好。但是，全球疫
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能够有
效降低人群感染和发病风
险，对控制乃至消除新冠肺
炎疫情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接种疫苗已成为世界各国
抗击疫情的重要措施，均在
积极迅速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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