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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西新市发〔2021〕6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 
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相关科（室）、直属单位： 

《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工作方案》已经研究同

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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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工作方案 
 

为确保进入我区的新冠病毒疫苗质量安全有效、流向清晰可

控，根据国家药监部门综合司、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加强新冠

病毒疫苗生产流通环节监管工作方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省加强新

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工作方案》及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青岛市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

工作方案》的要求，按照市委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新冠病毒疫苗

紧急接种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监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意义 

新冠病毒疫苗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事关疫情防控大部门，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前，重点人

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正在加快推进，后续随着新冠病毒疫苗附条

件上市或者正式批准上市，疫苗流通环节监管任务将会更加繁重。

深刻认识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质量监管和流向管控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中的极端重要性，自觉站在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和疫情

防控战略全部门的高度，全力以赴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监管各

项工作，积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保

障公众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任务 

（一）全面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质量监管。督促涉及新冠

病毒疫苗储存配送的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下简称“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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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指定接种单位（含临时接种点，下同）履行质量管理

主体责任，规范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行为，及时上传疫苗出入库

和接种阶段追溯信息，确保疫苗全过程温度符合要求，实现最小

包装单位的可追溯、可核查。摸清本辖区内指定接种单位底数（见

附件 2），建立健全监管档案和检查台账，并采取随机检查、联

合检查等方式，组织开展疫苗储存、运输和预防接种中疫苗质量

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并通报区卫生健康部门；

问题严重且短时间难以整改的，要立即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

调整指定接种单位的建议，并上报市市场监管部门。紧急使用期

间，实施全覆盖检查；疫苗获批上市后，大规模接种期间实施每

季度全覆盖检查 1次(具体检查计划详见附件 3)。 

（二）配合做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新冠病

毒疫苗紧急使用期间，建立“日监测、周分析”制度，指定专人

每日密切监测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信息，每周对监测

数据进行分析汇总，重点分析评价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问题；同

时，建立健全定期信息交流机制，及时与疾控机构了解相关信息，

积极配合做好 AEFI报告、调查诊断和处理等工作（具体方案详见

附件 4）。发现严重 AEFI和群体性 AEFI，以及对社会有重大影响

的 AEFI，要立即向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报告。涉及疫苗质量

问题的，按照《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有关规定立即组织

调查处理，迅速上报。 

（三）扎实做好投诉举报和咨询答复工作。严格落实“四个

最严”要求，扎实做好相关投诉举报的受理、调查和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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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接受公众咨询，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健全完善投诉举报快速

反应机制，第一时间接收、研判、分送，力争做到 2小时分送、

24小时内回应。组织精干力量第一时间核查违法线索，追根溯源，

彻查来源和流向，及时控制和消除社会危害。要充分发挥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优势，统筹执法力量，从严从速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做到露头就打、绝不手软，实施顶格处罚、处罚到人，涉嫌

犯罪的坚决移交公安机关；同时，要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疫苗

非法经营等犯罪行为，涉及其他辖区或部门的案件线索要及时通

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四）强化疫苗市场秩序监管。切实警惕防范，严厉打击涉

新冠病毒疫苗相关违法行为，有力维护疫苗市场秩序。 

一是依法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使用国家市场监管总

部门统一的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开展经营范围登记，加强对

自主申报名称的审查，防止登记事项出现涉新冠病毒疫苗的误导

性信息。 

二是按照“谁产生、谁提供，谁提供、谁负责”原则，将相

关行政处罚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向社会

公示。 

三是强化对涉新冠病毒疫苗产品价格和相关收费项目的监

督检查，加大巡查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哄抬价格、乱收费和虚假

宣传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四是强化对网络交易平台和网络经营主体的监督检查，加强

网络市场监测，加大网络市场执法力度，督促电商平台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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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责任，完善禁售名录和违禁词库，对问题产品和违法信息要

及时采取下架、删除、屏蔽信息、终止平台服务等必要处置措施，

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五是积极主动开展广告监测，重点加强对互联网、新媒体的

监测，扎实做好违法广告线索移送、证据提供、案件交办查处、

调度指挥、信息反馈等工作，严厉查处涉新冠病毒疫苗虚假违法

广告。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工作

领导小组（见附件 1），按照检查计划，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

责任人，逐项推进。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研究、靠前指挥，分管

同志要重心下沉、亲力亲为，切实抓好具体任务落实。 

（二）密切协同配合。建立完善与宣传、网信、公安、工信、

卫健等部门的联动机制，统筹做好信息通报、舆情管控、供应保

障、预防接种等一系列工作，形成全过程、全链条的监管机制，

做到环环相扣、步步衔接、协同高效。 

    （三）强化监督检查。加强工作调度和监督检查，主动发现

问题，推动任务落实。 

 

附件：1.区市场监管局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工作领导 

        小组 

      2.西海岸新区新冠疫苗接种单位名单 

      3.新冠病毒疫苗流通质量监督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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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配合做好紧急使用新冠病毒 

疫苗 AEFI监测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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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管局新冠病毒疫苗 
流通环节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孙  博  局长、党组书记 

副组长：刘瑞进  党组副书记、检验检测中心主任 

            赵向东  党组副书记 

            王永进  党组副书记、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刘仲台  副局长 

娄树溪  党组成员、副局长 

付玉华  副局长 

于瑞金  党组成员、副局长 

逄淑星  党组成员、副局长 

阎德华  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金国  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定森  党组成员、副局长 

安振江  党组成员 

成  员：局办公室、法规科、督查科、科技和财务科、信用

监管科、价格监督检查科、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商标广告监督

管理科、市场主体监督管理科、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科、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九中队、风险预警办公室、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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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设在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科，科长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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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海岸新区新冠疫苗接种单位名单 
 

序号 接种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新冠病毒疫苗 

开诊接种时间 

接种门诊

负责人 

负责人手

机 

网格化监

管单位 
备注 

1 
青岛西海岸新区长江路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庐山路 137号 

18765972595/ 
18765218139 

周六 8：00-11：00 
2：00-4：00（ 节假日除外） 

王冬华 13953283763 长江路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舟山岛街 5号 86851530 

星五上午 8:30-11：00（法定节假
日除外） 

万喜超 13465880811 黄岛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3 
青岛西海岸新区辛安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黄河中路 429号 86811245 

周五上午 8:30-11:00（法定节假
日除外） 

于丽 13210091178 辛安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4 
青岛西海岸新区灵珠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柳花泊路 59号 18866220987 

周五上午 8:30-11：00点（法定
节假日除外） 

张淑玲 13792906651 灵珠山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5 
青岛西海岸新区红石崖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红石崖甜水河路 152号 15908922110 

周五上午：8:30-11:00（法定节
假日除外） 

朱彩云 18766251085 红石崖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6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山康泰路 1151号 15715327208 

周五上午 8-11点，下午 2-4点（法
定节假日除外） 

王美霞 18765320972 王台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7 
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中心卫生院预

防接种门诊 
王台镇王台路 167号 15166682370 

周四下午 13:30-16:00（节假日除
外） 

臧运花 15806532417 王台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8 
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中心卫生院

预防接种门诊  
灵山卫灵海北路 2999号 83186663 

周三上午 8—11点（法定节假日
除外） 

陈清彦 13012515462 灵山卫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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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预防

接种门诊  
黄岛区珠海街道牌坊街 97

号 
88192795 

周四下午 2:00-4:00（法定节假日
除外） 

李沣蓉 19953230373 珠海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0 
青岛西海岸新区隐珠街道东楼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黄岛区隐珠街道东楼路
154号 

86171036 
周五上午 8:00-11:00，下午
2:00-4:00（法定节假日除外） 

王晓飞 13615320796 隐珠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1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黄岛区易通路 1670号 85165359 

周六下午 2点-4点（法定节假日
除外） 

崔丽 18561923877 隐珠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2 
青岛西海岸新区滨海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岛区滨海街道办事处驻

地 
85131090 

周五下午 1：30-3:30（法定节假
日除外） 

毕吉红 19862898128 滨海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3 
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卫生院预防

接种门诊  
黄岛区张家楼镇驻地 84136599 

周三上午8-11点，下午13：30-16：
00（法定节假日除外） 

王涛 13697672837 张家楼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4 
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岛区琅琊镇驻地 84113563 

周二上午 8-11点，下午
13:30-16;00（法定节假日除外） 

法庆莲 19862898939 琅琊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5 
青岛西海岸新区藏马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岛区藏马镇驻地 19853207958 

周四下午 1:30-3:30（法定节假日
除外） 

高文宝 19862898881 藏马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6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三人民医院预防

接种门诊  
黄岛区泊里镇驻地 84184727 

周二上午 8:00-11:30，下午
2:00-4:00（法定节假日除外） 

辛玲 19862899069 泊里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7 
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中心卫生院预

防接种门诊 
黄岛区大场镇胜水路 4号 

15192577120/ 
19862899201 

周五上午 8：00-11：00点（法定
节假日除外） 

丁月瑞 19862899208 大场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8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岛区海青镇驻地 

87181466/ 
87181466 

每周三上午 8-11点，下午
1:30-3:30（法定节假日除外） 

李亚青 13792819990 海青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19 
青岛西海岸新区理务关卫生院预防

接种门诊 
黄岛区大村镇理务关驻地 85141927 

周五上午：8:30-11:00， 
下午 13:30—15:30（法定节假日
除外） 

刘晓语 17669787056 大村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0 
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村中心卫生院预

防接种门诊  
黄岛区大村镇驻地 58506911 

周三上午 8:00-11:00（法定节假
日除外） 

丁丽丽 15966802617 大村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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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青岛西海岸新区六汪中心卫生院预

防接种门诊 
黄岛区六汪镇驻地 

82151937/ 
15063083132 

周三上午 8-11点，下午 1：30-4
点（法定节假日除外） 

赵刚 18753279798 六汪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2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河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岛区胶河经济区驻地 82192159 

周五上午 8-11点，下午 1：30-4
点（法定节假日除外） 

李振江 13708964576 六汪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3 
青岛西海岸新区宝山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岛区宝山镇驻地 58519862 

周五上午 8：00-11:00，下午
13:30-15: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张桂文 13792815335 宝山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4 
青岛西海岸新区铁山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  
黄岛区铁山街道办事处东

岳西路 2787号 
15762268725/ 
15762268705 

周五上午 8：30--11：00（法定节
假日除外） 

封羽 15165251486 铁山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5 
黄岛区隐珠街道佳家康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海滨十路 376 号隆海海之

韵 81号楼 
18661685821 

周四下午 1：30-4：00，周五下午
1:30-4:00（法定节假日除外） 

朱纯 17806262365 隐珠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6 
青岛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衡山路
社区卫生服务站预防接种门诊 

衡山路与滨海大道交界处 
86873869/86873

835 
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
3:00-4:00（法定节假日除外） 

李敏 13854285151 薛家岛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7 
青岛西海岸新区长江路街道佳家康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富春江路盛世江山 5号楼
一二层 

18560682623 
周二周三下午 1：30-4：00（节假
日除外） 

张敏芳 15963238113 长江路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8 
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富春江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富春江路 236号 86995375 
周五上午 8：00-11:00，下午
13:30-4: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徐莉莉 13792909911 长江路所 
针对内部医务人员

开放 

29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兰东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兰东路 370号（九龙社区
东门北侧） 

58925122 
每周二至周六上午 8:00-11:00，
下午 2:00-4:00（法定节假日除
外） 

刘颖 13375576861 灵山卫所 全员开放 

30 
青岛中康国际综合门诊部成人预防

接种门诊 
井冈山路 596号 89899999 

周一至周日上午 8：00-11:00，下
午 1:30-3:30，周日下午不开诊。
（法定节假日除外） 

孙宗梅 18366289815 长江路所 全员开放 

31 
青岛市华欧集团医院成人预防接种

门诊 
灵山岛街 6号 86865133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3：30，周六上午 9：
00-11：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吕丽娜 15269295687 黄岛所 全员开放 

32 
青岛中康国际黄岛综合门诊部成人

预防接种门诊 
珠海东路 387号 82150999 

周一至周日上午 9：00-11:00下
午 1:30-4:00（周三周五上午及节
假日除外） 

张垚 15154216583 灵山卫所 全员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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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青岛慧康医院成人预防接种门诊 长江东路 227号 66992356 
周一至周日，上午 8:00-11:00、
下午 13:30-16:00（法定节假日除
外） 

齐佳莉 17605320332 薛家岛所 全员开放 

备注：如名单发生变动，由药化科随时通知相关市场所。



  

附件 3 

     
新冠病毒疫苗流通质量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病毒疫苗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深入落实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质量管理的有关要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

求，全力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流通质量监管工作，坚决守住疫苗

安全底线，坚决护佑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过开展

全面检查，督促新冠病毒疫苗储存配送单位、疾控机构、指定

接种单位落实质量管理主体责任，规范疫苗储存、运输管理，

确保新冠病毒疫苗全过程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保证流通环节

疫苗质量安全。 

二、任务分工和检查重点 

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科负责对辖区内疾控机构、各市场监

管所负责对辖区内指定接种单位疫苗储存、运输及预防接种中

疫苗质量进行全覆盖检查。 

按照《疫苗管理法》《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要求，

重点检查冷链设备设施是否完备、运行是否良好，储运温度是

否正常、定时监测是否落实，出入库台账记录是否完整、账物

数量是否一致，批签发证明文件是否齐全有效，定期检查制度



 - 14 - 

是否落实，出入库和接种阶段是否按规定提供追溯信息，发生

温度异常是否及时记录并报疫苗生产企业评估等。具体检查内

容详见检查表（附表 1、2）。 

三、检查安排 

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期间，对疫苗配送企业、

疾控机构、指定接种单位实施全覆盖检查；新冠病毒疫苗附条

件上市或者正式批准上市后，大规模接种期间原则上对上述单

位实施每季度全覆盖检查 1 次。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流通质量监管

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摆上重

要议事日程，“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为检查工

作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强化协作配合。建立健全疫苗联合监管机制，定期

组织实施疫苗联合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共同督促整改，切实

形成疫苗管理工作合力，确保疫苗安全有效。 

（三）及时上报信息。各市场监管所要充分认识信息报送

工作的重要性，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送检查工作信息。紧急

使用期间，实行检查情况周报告制度，每周四下班前各市场监

管所将本周新冠病毒疫苗检查情况通过金宏报送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科（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

疫苗获批上市后，实行检查情况每月报告制度，每月 23 日前，



  

各市场监管所将当月新冠病毒疫苗检查情况金宏报送至“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科（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

工作中遇有重大问题或重要情况，要随时报告。 

联系人：刘伟、王英晓，联系电话：66076031，66076120 

 

附表：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苗质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2.指定接种单位疫苗质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3.紧急使用疫苗使用质量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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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苗质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检  查  日  期：                                

检查项目 结果评定 检查发现问题的描述 

人员 

制度 

管理 

1.应有专（兼）职人员负责疫苗管理，并经过卫生

健康部门组织的相关业务培训。 
□符合 □不符合  

2.应当建立覆盖疫苗购进、验收、储存、养护、运

输等环节的质量管理制度。 
□符合 □不符合  

冷链 

设施 

设备 

3.冷库容积应当与疫苗储存需求相适应，并配有自动监测、

调控、显示、记录温度状况以及报警的设备。 
□符合 □不符合 

 

4.疫苗冷链设施设备应当运行正常，应建立冷链设备档案，

配备双路供电系统或者备用发电机。 
□符合 □不符合 

 

5.冷藏车车况应符合疫苗运输要求，能自动调控、显示和

记录温度状况，冷藏箱（保温箱）应运转正常。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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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 

温度 

监测 

6.疫苗储存应当处于疫苗说明书规定的温度环境

（获批紧急使用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储运温度为

2～8℃）。 

□符合 □不符合  

7.冷链设备应当定时监测、记录温度，其中冷库、

冰箱应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一次温度记录（间隔

不少于 6 小时），疫苗运输应填写温度记录表，且

内容完整。 

□符合 □不符合  

入库 

出库 

管理 

8.疫苗进货渠道应合法，票据应齐全，应建立真实

完整的采购验收记录、出入库台账。 
□符合 □不符合  

9.疫苗应按品种、批号分类码放。 □符合 □不符合  

10.接收或购进疫苗时，应索取批签发证明文件（紧急使用

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应索取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出具

的批次检验报告），以及本次运输、储存全过程温度监测

记录。文件、记录应按规定保存备查。对不能提供本次运

输过程温度记录或不符合温度要求的疫苗应当拒绝接收。 

□符合 □不符合  

11.疫苗出库入库时（不含省级平台获取疫苗电子追溯码前

已出库的疫苗）应进行扫码，并按规定及时将追溯信息上

传。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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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定期 

检查 

12.应当定期对储存的疫苗进行检查并记录，记录内容应当

包括：疫苗的来源、包装完好情况、储存温度和疫苗有效

期等。 

□符合 □不符合  

储运 

温度 

异常 

管理 

13.疫苗发生温度异常应当填写《疫苗储存和运输温

度异常情况记录表》，并上报疫苗生产企业进行评

估。 

□符合 □不符合  

过期 

失效 

疫苗 

处置 

14.来源不明、包装无法识别、超过有效期、不符合

储存温度要求的疫苗应当隔离存放、设置明显的警

示标志，并在 1年内组织集中销毁。 

□符合 □不符合  

 15.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检查组 

意见 

 

检查组成员： 

被检查 

单位意见 

 
被检查单位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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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指定接种单位疫苗质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检  查  日  期：                                

 

检查项目 结果评定 检查发现问题的描述 

人员 

制度 

管理 

1.应有专（兼）职人员负责疫苗管理，并经过卫生

健康部门组织的相关业务培训。 
□符合 □不符合 

 

2.应当建立疫苗购进、验收、储存、养护等质量管

理制度。 
□符合 □不符合 

 

冷链 

设施 

设备 

3.冰箱、冷藏箱等冷链设备应当能够满足疫苗储存需求。 □符合 □不符合 
 

4.疫苗冷链设备应当运行正常，应建立冷链设备档案。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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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 

温度 

监测 

5.疫苗应当处于疫苗说明书规定的温度环境（获批

紧急使用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储运温度为 2～8℃） 
□符合 □不符合  

6.冰箱应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一次温度记录（间

隔不少于 6 小时）。 
□符合 □不符合  

验收 

管理 

7.疫苗应当由疾控机构分发或供应，票据应齐全，

验收记录应真实完整。 
□符合 □不符合  

8.疫苗应按品种、批号分类码放。 □符合 □不符合  

9.接收或购进疫苗时，应索取批签发证明文件（紧急使用

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应索取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出

具的批次检验报告），以及本次运输全过程温度监测记录。

文件、记录应按规定保存备查。对不能提供本次运输过程

温度记录或不符合温度要求的疫苗应当拒绝接收。 

□符合 □不符合  

10.疫苗验收和接种时（不含省级平台获取疫苗电子追溯

码前已接种的疫苗）应进行扫码，并按规定及时将追溯信

息上传。 

□符合 □不符合  

疫苗 

定期 

检查 

11.应当定期对储存的疫苗进行检查并记录，记录内容应

当包括：疫苗的来源、包装完好情况、储存温度和疫苗有

效期等。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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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 

温度 

异常 

管理 

12.疫苗发生温度异常应当填写《疫苗储存和运输温

度异常情况记录表》，并上报疫苗生产企业进行评

估。 

□符合 □不符合  

过期 

失效 

疫苗 

处置 

13.来源不明、包装无法识别、超过有效期、不符合

储存温度要求的疫苗应当隔离存放、设置明显的警

示标志，并及时上交县级疾控机构处置。 

□符合 □不符合  

接种 

中的

疫苗

质量

检查 

14.疫苗接种台应配备专用冰箱，温度设定应符合疫

苗说明书规定的温度环境。 
□符合 □不符合  

 15.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检查组 

意见 

 

检查组成员： 

被检查 

单位意见 

 
被检查单位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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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紧急使用疫苗使用质量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辖区内负责紧急使用疫苗储存、

运输和接种的单位数量（家） 
周现场监督检查情况 

备注 

疾控机构 
指定接种 

单位 

疫苗配送 

企业 

派出检查

人员数量

（人次） 

被检查 

单位数量 

发现违法 

违规问题 
限期整改 

通报同级 

卫健部门 

         

         

备注：从 1 月 18 起，请每周四下班前报送至药化科。联系人：王英晓 联系电话：6607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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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配合做好紧急使用新
冠病毒疫苗 AEFI 监测工作方案 

 

按照省委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开展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

苗紧急使用工作的通知》、青岛市市场监管局、青岛市卫健委

《青岛市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流通环节监管工作方案》要求，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配合做好紧急使用新冠病毒疫苗 AEFI 监

测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建立日监测、周分析制度 

指定专门技术人员，每日密切关注中国免疫规划信息系统，

对紧急使用新冠病毒疫苗 AEFI 实行日监测，检索紧急使用新冠

病毒疫苗 AEFI 信息，重点关注生产企业、生产批号、严重 AEFI

等情况；每周对紧急使用新冠病毒疫苗 AEFI 情况进行汇总、分

析。 

二、重大新冠病毒疫苗 AEFI 的报告 

在每日监测中发现死亡、严重残疾、群体性 AEFI、对社会

有重大影响的 AEFI 时，立即向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

并就相关情况与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沟通交流，获取相关信

息后，及时向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进一步报告。 

三、配合疾控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按照《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要求，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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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机构做好紧急使用新冠病毒疫苗 AEFI 报告、调查诊断和处

理等工作。 

四、建立健全与疾控机构的信息交流机制 

建立健全与疾控机构的信息交流机制，就紧急使用新冠病

毒疫苗 AEFI 监测情况开展交流、讨论和风险研判。新冠病毒疫

苗紧急使用期间，应每月至少 1 次，就紧急使用新冠病毒疫苗

AEFI 监测情况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信息交流，及时了解

疾控机构在紧急接种、异常反应监测、调查诊断等方面的相关

信息，及时向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 

五、定期分析 

紧急使用新冠病毒疫苗期间，每月对紧急使用新冠病毒疫

苗 AEFI 监测情况进行分析，对疫苗质量问题开展重点评价，并

将分析结果报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1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