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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CDC）等公共卫生部门是推动公共卫生教育
和宣传来促进成人流感疫苗接种的主要力量，但总
体而言成人流感免疫的宣传和教育仍存在很大空
缺，尤其是面向高风险人群。

对于这些空缺，应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之一，并且流感疫苗尚未纳入国家免疫计划。

中国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对高风险人群提供免费流感
疫苗，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向公众传播流感免疫
相关的信息。

在公共卫生教育的框架中，终生接种疫苗并未作为
重点进行普遍宣传，而这仍然是在全国范围内提高
成人疫苗接种率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缺乏统一的宣传教育方针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
地区针对流感进行的宣传和教育都出现了重点偏
移——大多数教育材料和信息都是针对医疗专业人
员，而较少针对疫苗接种人群。

针对公众和高风险人群的信息仍处于早期开发阶
段，因而信息资源非常有限。

此外，由于缺乏纸质版本和格式化的宣教材料，信
息共享也受到限制。

尽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为消费者了解流感
相关知识提供了主要的信息来源，但该网站并未得
到充分开发和更新，例如流感的检测数据仅截至
2005年。

此外，有关流感和疫苗的在线信息也未进行合理安
排，用户需要来回翻阅才能获得所有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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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信息
2018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4亿，其中15岁以下的
人口占总人口的17.6％，65岁以上的人口占11.2％
（1.559亿）。

尽管预计总人口将会减少，但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
将比现代历史上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快。

到2050年，中国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26.3
％）达到65岁或以上，而年轻人群仅占14％。

随着人口的迅速老龄化，非传染性疾病（NCD）将
给社会造成极大压力。

据估计，2016年中国的所有死亡中有89％是由于
非传染性疾病所致。

心血管疾病（CVD）是中国的主要死亡原因，占总
死亡人数的43％，其次是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
病，合计占11％。

背景
由于受到慢性疾病的影响，免疫功能受损的老年人
面临着来自流感的严重威胁。

从2007年到2013年，平均而言，与流感相关的各
种原因死亡有81％发生在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

老年人死于流感的风险比65岁以下的人高26倍。

接种疫苗被认为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中
国全人口的接种率却非常低，据估计，从2004年
至2014年，接种率仅为1.5％-2.2％。

在北京，为60岁以上的成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仅
使得接种率在2013年达到了38.8％。

对流感疫苗缺乏认识是中国老年人接种疫苗的主要
障碍。

为了使人们意识到流感免疫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担当了推动大众宣传的主要
力量。

但政府宣传的主要目标是普遍的公众，而较少面向
高风险人群。

国家政府
试点计划

在中国，中央政府并未为流感疫苗提供资金，也未
将其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中。

在缺乏统一的流感疫苗接种的国家计划的情况下，
部分省、市和县级政府出台了相应的免费接种试点
计划。6

自2007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在每年的9月至11月间
向60岁以上的本地居民提供免费流感疫苗。8

为响应该试点计划，北京设立了428家专门的疫苗
接种诊所，并设有咨询热线12320。

北京政府优先为老年人接种疫苗，使得这一群体的
接种率大大提高，从1999年的1.69％上升到2010
年的43％。

克拉玛依市和新乡市等地级市政府也为当地老年人
提供了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

此外，中国有61个地区推出了报销政策，将老年人
流感疫苗纳入当地的医疗保险报销范畴。8

尽管尚未实现针对高风险人群的国家流感疫苗接种
计划，但一些先锋城市和地区制定和实施的小规模
地方政府政策，也有助于对流感疫苗的提供和益处
进行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宣传。

官方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8月
发布了《老年失能预防核心信息》，这是提高公众
对失能预防的认识和知识、减少失能发生率、改善
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官方指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印发该指南的纸质版本，
以确保医疗工作者和老年人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并采
取相应行动。

指南中列出了十六项老年失能预防策略，涵盖的主
题包括健康素养、营养状况、身体机能、免疫接
种、心理健康、社会关系、药物使用、疾病管理、
功能评估、康复、老年护理、安全保护和老年友好
的环境。

接种流感疫苗作为一项失能预防策略也被纳入其
中，并且明确传达了“应在流感季节之前在医生的
指导下为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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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成人/老人免疫计划的情况下，该指南是第
一个确认中国老年人群接种流感疫苗的必要性的官
方文件。

图	1：	七招预防流感，通过报纸和互联网传播

新闻发布会

在2019年春节期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
开了新闻发布会，报告了政府在2019年冬春两季
预防和控制流感的工作，并分享了有关预防流感的
基本信息。

中国疾控中心官员表示：“65岁以上的成年人，以
及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感染流感的风险更高，因此
建议他们在流感季节之前进行疫苗接种。”

北京医院的内分泌专家进一步强调，在流感季节需
加强对老年人的保护。

会议根据专家介绍确认了预防流感的七项注意事
项，并通过报纸和互联网进行了宣传。

并且敦促市民在流感季节来临前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网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是公众了解流感以及流
感疫苗重要性的主要信息来源。

网站从诊断、症状、治疗和预防措施等方面提供了
关于流感的详细介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流感相关并发症及易感人群感
染流感的严重性的说明：“流感可能会使基础疾病
（如心脏和肺部疾病）恶化，或引起继发性细菌性
肺炎或原发性流感病毒性肺炎”，以及“老年人以
及患有各种慢性疾病或免疫力低下的人容易患流感
而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

中国疾控中心强调，每年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
效的方法。

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意见一致，疾控
中心建议的优先接种人群包括6个月至5岁的儿童、
孕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医务人
员、护理人员，以及6个月以下婴儿的家人。

新闻

官方的明确示范和积极宣传为促进疫苗接种和减少
公众接种迟疑奠定了信息基础。

中国疾控中心定期发布新闻来引起公众对流感严重
后果的关注，并强调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接种疫
苗。

在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表的新闻文章建议，应
为60岁以上的人群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优先接
种流感疫苗。

在2018/2019年流感季节之前，北京市政府还通过
各种新闻向当地老年人宣传了政府公告和中国疾控
中心主任的讲话。

疾控中心还鼓励一般大众也考虑接种流感疫苗，以
保护自己和家人。

疾控中心发布了多则新闻报道了针对流感危险性进
行的最新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对急性心肌梗塞和流
感之间关系的国际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接种流感疫苗非常重
要。



全面的政策和计
划

清晰的宣传策略

明确界定的受
众群体

切实可行的时
间表

定期更新的信
息

民间社会的参
与和支持

多种工具和渠
道

政府和咨询机构建议为高风险人群（包括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接种流
感疫苗

发布了针对特定背景的宣传策略和行动规划，其中界定了宣传目的、目
标受众、合作伙伴组织的职责、宣传工具和时间表

面向一般大众（不分年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的普通受众）分发的通用信息

针对高风险受众的专门信息

在线宣传，例如网页内容、数字技术、社交媒体、在线出版物、电子邮件

通过电视、广播、印刷品（例如传单、海报、手册、户外广告）在线下发
布的信息

互动交流，包括个人咨询、街头宣传和面对面的动员

及时的流感季节警报和疫苗接种提醒

定期进行强化意识的全国性/地区性活动，例如国家疫苗接种日/周/月

定期更新信息，以反映最新的证据和政策，例如为特定的接受者推荐
新上市的疫苗

开展良好 部分开展 尚未开展/无证据

患者协会、老年组织和倡导团体针对流感进行的宣传

流感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并通过国家规划对包括老年人和慢性病患
者在内的高风险人群进行免费接种

全国流感疫苗接种活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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