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浙外籍人士接种中国国产新冠疫苗指南

一、有无年龄要求？

目前在浙外籍人士（驻华使领馆人员、外籍华人除外）接种

新冠疫苗年龄要求为 18 岁及以上。

二、接种何种疫苗？

本省目前使用的是中国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胞），

全程需要接种 2 剂，间隔 14-28 天或 21-28 天，具体以说明书为

准。后续根据接种点供应疫苗种类可进行调整。

三、如何预约接种?

符合接种条件的外籍人士，可通过以下方式预约接种：有单

位人员由单位汇总后，统一向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预约；个人可

向所在地社区（村）预约，由社区（村）汇总后向所在地卫生健

康部门预约；个人也可直接与所在地定点医院预约接种。

四、需要提供什么证件？

外籍人士预约报名时需提供有效证件信息，接种现场凭护照

及有效停居留证件接种，确保每次接种时相关证件都处于有效期

内。

五、需要签署什么材料？

接种前，需同步签署知情同意书和免责承诺书，并做好个人

防护，主动告知身体状况，由专业人员判定是否符合接种条件。



六、需要交费吗？

已参加浙江省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的外籍人士，现场出示医保

参保凭证后，即可免费接种。未参加浙江省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的

外籍人士如有接种意愿，需个人自费接种，目前费用为 100 元/

针剂。

七、接种完成后有什么注意事项？

接种完成后需在接种点留观区观察 30 分钟，无不适症状后

才可以离开接种点；接种当日注射部位保持干燥并注意个人卫

生；如果出现持续发烧或其他症状等现象，应及时就医并向接种

单位报告。

八、接种凭证怎么领取？

接种完成后，可向接种点工作人员索取接种记录凭证。

九、接种疫苗后是否还要继续戴口罩？

接种疫苗后虽然可以产生免疫力，可以大大降低感染风险，

但任何疫苗保护作用不可能 100%，部分人接种后有可能不产生

足够抗体，仍然会有感染风险，特别是在还没有建立起免疫屏障

的情况下。所以，即使打完疫苗，请外籍人士也保持戴口罩、勤

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良好卫生习惯。

十、接种疫苗后还需要做核酸检测吗？接种证明能否替代核

酸检测报告？

接种疫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感染风险，但任何疫苗的保

护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必要时请外籍人士配合相关部门进行

核酸检测。



附件：1.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免责承诺书（中英文）

2.浙江省市外办疫情期间服务热线电话

3.浙江省内各设区市疫苗接种定点医院名录



Guidelines on COVID-19 Vaccination for Foreign

Nationals in Zhejiang

Q1: What is the age requirement for COVID-19 vaccination?

Foreign nationals at the age of 18 and above in Zhejiang (except for

embassy and consular staff, and foreign Chinese) are eligible for

COVID-19 vaccination.

Q2: What type of vaccine will be used?

China’s domestic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Vero Cell) will

be used, and two doses are required. The second dose will be given 14-28

days or 21-28 days after the first dose, as will be specified in the vaccine

fact sheet. Vaccine type may vary according to types and supply at the

vaccination station.

Q3: How to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vaccination?

Foreign nationals in Zhejiang who are eligible for taking vaccines

may make the vaccination appointment through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foreign nationals are employed, they can make the appointment through

the employer, and their employer will collect all the information and book

for its employees with the local health department; 2) individuals can

make the appointment through their residential community (village)



offices, and the latter will book with the local health department; 3)

individuals can book the vaccination appointment directly with the local

designated hospitals.

Q4: What document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vaccination?

Foreign nationals should provide valid documents when making

appointments and present their passports and valid residence permits at

the vaccination site. Please make sure that relevant documents are valid

on the date of taking each dose.

Q5: What papers should I sign?

Before inoculation,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sign both a letter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a statement of bear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risks associated with vaccination. You should also take necessary

precautions and inform the on-site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your health

condition so that they can decide if you are suitable for inoculation or not.

Q6: Should I pay for the vaccine?

Foreign nationals who have been covered by Zhejiang’s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 may take vaccine free of charge by presenting

due insurance document at the vaccination site. Those who have not

should bear the cost of RMB 100 per dose on their own.



Q7: What care should I take after taking vaccine?

You should stay at the vaccination site for 30 minutes of observation

after getting vaccinated, and may then leave if you have no adverse

reaction. Keep the injection point dry on the day of vaccination and

maintain personal hygiene. You should immediately seek medical help

and alert the vaccine provider if you develop a persistent fever or other

symptoms.

Q8: How do I get the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When completing the vaccination, you can get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from the staff at the vaccination site.

Q9: Do I need to wear a mask after being vaccinated?

Vaccination will produce immunity from COVID-19 and greatly

reduce infection risks. However, no vaccine is 100% effective; some

people may have insufficient antibodies after taking vaccine and they can

still be vulnerable to infection, especially when an immunologic barrier is

not yet created.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should wear masks, wash

hands regularly, and keep social distance.



Q10: Do I still have to take nucleic acid test after being vaccinated? Can

my vaccine taking certificate substitute for nucleic acid test report?

Vaccine taking can reduce infection risks, but no vaccine is 100%

effective. When necessary, foreign nationals should still take nucleic test

as required.

Attachments:

1. Letter of Commitment on Receiving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

2. Hotlines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s (FAO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Epidemic Period

3. List of Designated Hospitals (Health Service Centers) for COVID-19

Vaccin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免责承诺书中英文参考模板

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免责承诺书

本人 ，性别 ，

出生于 年 月 日，护照号码（或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号）

。本人已认真阅读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知情

同意书，认同上述文件内容，自愿、自费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承诺将向接种现场工作人员如实告知本人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

等情况。本人已清楚了解了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以及接种疫

苗可能导致的不良反应，对选择接种疫苗引起的一切风险完全由

本人自行承担。

本人姓名（印刷体）: 本人签名:

日期：2021 年 月 日

Letter of Commitment on Receiving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

I, (Name), (Gender),bornon (Year-Month-Date).
The number of my passport (or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 is________ . I have
read the letter of consent. I acknowledge the content of the abovementioned documents,
consent to voluntary vaccination and will pay for all relevant expenses. I promise to truthfully
inform health workers on site of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health conditions and vaccine
contraindications.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type, usage of the vaccine and its contraindications,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vaccination. All risks associatedwith vaccinationwill
be borne entirely by myself.

Name (in print): Signature：

Date: (Day) (Month) 2021



浙江省市外办疫情期间服务热线电话

序号 省市外办 服务热线号码

1 浙江省外办 中英文：13968133909

2 杭州市外办 中文：18668105872

英文：13958131110、13738034948

3 宁波市外办 中文：0574-89292199，13505747508

英语：0574-89186517，13805861661

4 温州市外办 中文：0577-88966951，13858833891

英语：13777763969

5 湖州市外办 中文：0572-2398766，13705727018

英语：0572-2665087，15868266437

6 嘉兴市外办 中文：0573-82521576，15988330595

英文：0573-82521578，18268483571

7 绍兴市外办 中文：0575-85166293

英语：13957526426，13065789670

8 金华市外办 中英文：19957991790

9 衢州市外办 中英文：0570-3082055，18057082711

10 舟山市外办 中文：13905807828

英语：0580--2265836，18405806396

11 台州市外办 中文：0576-88510586，15068665588

英语：13511437337

12 丽水市外办 中英文：0578-2091809，15906416899

13 义乌市外办 中英文：0579-85214963，18267780658



Hotlines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s (FAOs)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Epidemic Period

No. Provincial

/Municipal

FAOs

Hotline

1 Zhejiang FAO Bilingual(Chinese and English):

13968133909

2 Hangzhou FAO Chinese: 18668105872

English: 13958131110,13738034948

3 Ningbo FAO Chinese:0574-89292199,13505747508

English:0574-89186517,13805861661

4 Wenzhou FAO Chinese: 0577-88966951,13858833891

English: 13777763969

5 Huzhou FAO Chinese: 0572-2398766,13705727018

English: 0572-2665087,15868266437

6 Jiaxing FAO Chinese:0573-82521576,15988330595

English: 0573-82521578,18268483571

7 Shaoxing FAO Chinese: 0575-85166293

English: 13957526426, 13065789670

8 Jinhua FAO Bilingual(Chinese and English):

1995799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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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uzhou FAO Bilingual(Chinese and English):

0570-3082055,18057082711

10 Zhoushan FAO Chinese: 13905807828

English: 0580--2265836,18405806396

11 Taizhou FAO Chinese: 0576-88510586,15068665588

English: 13511437337

12 Lishui FAO Bilingual(Chinese and English):

0578-2091809,15906416899

13 Yiwu FAO Bilingual(Chinese and English):

0579-85214963, 18267780658



浙江省内各设区市疫苗接种定点医院名录
List of Designated Hospitals (Health Service Centers) for COVID-19 Vaccin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序号
No.

设区市
Municipality

县（市、区）
County(City/District)

接种单位
Designated Hospital (Health Service Center) for 

COVID-19 Vaccination

地址
Address

联系电话
Telephone

传真
Fax

1

杭州市

上城区 清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河坊街419号 13858190110

2 下城区 文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下城区绍兴路支路25号 0571-85462096/85452687 0571-85455364

3 江干区 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景芳三区60幢 13958109424 0571-86882106

4 拱墅区 拱宸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华路21号2号楼 0571-88169223

5 西湖区 西湖区三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西湖区三墩镇墩祥街398号 0571-88942713 0571-88967449

6 西湖区 留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西湖区屏基山路8号 0571-85223069 0571-85223069

7 滨江区 浦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滨江区浦沿路138号 17767262343

8 萧山区 浙江萧山老年医院 萧山区蜀山街道萧金路2358号 0571-83734022 0571-82310233

9 余杭区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湖街道顺达路5号 0571-86251540

10 余杭区 仓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仓前街道绿汀路3号 0571-88721627

11 富阳区 富阳中医骨伤医院临时接种点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凤浦路418号 0571-63358220

12 临安区 锦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安区锦城街道临水路101号 0571-63920199

13 桐庐县 桐庐县妇幼保健院 桐庐县城南街道大奇山路369号 0571-69913200/64661971

14 淳安县 淳安县妇幼保健院 新安北路63号 13588230818

15 建德市 建德市妇幼保健院 建德市洋溪街道洋安路368号 13738026922 0571-58304506

16 钱塘新区 白杨街道闻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5号大街白杨街道闻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571-86917072

17 风景名胜区 西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龙井路16号 0571-87976532

18

宁波市

海曙区 鼓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曙区鼓楼街道呼童街108号 0574-55229311 0574-87289469

19 海曙区 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曙区白云街111号三楼疾控科 13738448852 0574-55710158

20 江北区 宁波市九医院 江北区祥北路68号 0574-55683345

21 江北区 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北区文教街道清江路466号 13780010191

22 鄞州区 首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鄞州区首南街道学士路1565号 0574-82815108 0574-89020903

23 鄞州区 东部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鄞州区河清北路828号 0574-87863855 0574-87869553

24 镇海区 镇海区炼化医院 蛟川街道天益北路168号 0574-86362140 0574-86367598

25 北仑区 北仑区人民医院 宁波市北仑区庐山东路1288号 0574-86776037

26 奉化区 锦屏岳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化区桥东岸路与大成东路交叉路口（区体育馆） 0574-88926517/88986807

27 奉化区 江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化区江口新浦路25号 0574-88566415

28 余姚市 四明社区卫生服务站 兰江街道广安路22号 0574-62591933

29 慈溪市 慈林医院 观海卫镇世纪大道599号 0574-63995944

30 慈溪市 古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慈溪市古塘街道清源路49号 0574-63997277

31 宁海县 宁海县第一医院医疗健康集团北部分院。 宁海县桥头胡街道梅桥路1216号 0574-65162705

32 象山县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健集团总院成人 象山县丹东街道东谷路291号 0574-89526047

33 象山县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健集团石浦分院 象山县石浦镇凤栖路86号 0574-65982514

34 高新区 梅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红松路285号 0574-87917370

35 高新区 宁波市颐康医院 丹桂路238号 0574-87910641

36 杭州湾 杭州湾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 杭州湾新区商贸街3号 0574-63939528

37 大榭 大榭开发区医院 大榭开发区兴岛南路292号 0574-56216587

38 东钱湖 钱湖医院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环湖北路426号 0574-55226155



序号
No.

设区市
Municipality

县（市、区）
County(City/District)

接种单位
Designated Hospital (Health Service Center) for 

COVID-19 Vaccination

地址
Address

联系电话
Telephone

传真
Fax

39

温州市

鹿城区 五马街道江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五马街道永川锦园9幢1-3楼 0577-56577023

40 龙湾区 瑶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龙湾区南洋大道与河龙西路交叉口西北侧 0577-55560657 0577-56579131

41 瓯海区 南白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温瑞大道471号 0577-56612251

42 瓯海区 丽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丽岙街道丽侨路16号 0577-59396120

43 洞头区 东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洞头区东屏街道惠民村海滨路75号 0577-59391203 0577-59391209

44 乐清市 乐清市人民医院 城南街道清远路338号 0577-62061675

45 瑞安市 瑞安市中医院 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498号 0577-65883675

46 永嘉县 永嘉县中医院 瓯北街道公园路6号 0577-57663382

47 文成县 大峃镇卫生院 大峃镇二新街20号 0577-59005858

48 平阳县 昆阳镇卫生院 昆阳镇联东路97号 0577-63880122

49 泰顺县 罗阳分院 罗阳镇广场路45号 0577-59282121 0577-59282122

50 苍南县 灵溪中心卫生院 灵溪镇沪山西路153号 0577-64756857

51 苍南县 钱库中心卫生院 钱库镇锦绣西路7号 0577-59883820

52 龙港区 龙港市城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龙港市站港大道与西四街路口 0577-68665855

53 浙南区 天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河街道金凤东路89号 0577-56609518/56651520

54

湖州市

吴兴区 环渚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吴兴区高富路251号门诊辅楼一楼 0572-2378151

55 吴兴区 仁皇山滨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吴兴区南皋桥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号楼二楼 0572-2202647/2153819

56 南浔区 菱湖人民医院 南浔区菱湖镇凤鸣路6666号 0572-2980255/2980252

57 南浔区 南浔区中医院 南浔区南浔镇人瑞路166号 0572-3918142/3912179

58 德清县 武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德清县武康街道体育场街18号 0572-8378388

59 长兴县 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兴县太湖大道1140号 0572-6678628

60 长兴县 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兴县龙之梦大道1999号 0572-6660029

61 安吉县 昌硕街道卫生院 安吉县昌硕街道天目路天目桥旁 0572-5125670

62

嘉兴市

南湖区 东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双溪路923号 0573-83389599

63 南湖区 大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天平路77号 0573-83382317

64 秀洲区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 嘉兴市秀洲区洪兴西路2369号 18605739951

65 嘉善县 县第一人民医院 罗星街道体育南路1218号 0573-84289568 0573-84289800

66 平湖市 平湖市当湖中心医院 平湖市当湖街道县后底120号 0573-85013434

67 海盐县 秦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秦山街道沪杭路56号 0573-86400801

68 海宁市 海宁市海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宁市海洲街道联合路326号 0573-87268109

69 海宁市 海宁市中心医院 海宁市长安镇长安路758号 0573-87639605

70 桐乡市 梧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 桐乡市梧桐街道茅盾东路64号 0573-88025950

71 经开区 城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嘉兴市南湖区城南街道万历路138号 0573-82621571

72

绍兴市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凤林西路501号 0575-85355037

73 柯桥区 绍兴市中心医院医共体柯桥分院 绍兴市柯桥街道瓜渚东路79号 0575-85582085

7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兴路6号 0575-82040555

75 诸暨市 诸暨市浣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521号（新中医院3号楼） 0575-87271506 0575-87271190

76 嵊州市 嵊州市剡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嵊州市剡城路168号 0575-83032434

77 新昌县 新昌县南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环城南路8号 0575-86040677

78

金华市

婺城区 新狮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华市婺城区新狮街道芙峰街1313号 0579-89136527

79 金东区 多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华市金东区丹溪东路2056号 0579-89116386

80 兰溪市 兰溪市云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兰溪市云山街道清河路1386号 0579-89018343

81 东阳市 东阳市人民医院成人 东阳白云街道吴宁西路60号 0579-89605158 0579-8685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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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金华市

东阳市 东阳市横店文荣医院成人 东阳市横店镇迎宾大道99号 0579-89301390 0579-86551555

83 义乌市 义乌市江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义乌市江东街道和欣路369号 0579-83822993

84 永康市 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城街道东塔路209号 0579-86466970

85 浦江县 妇幼保健院 浦阳街道环城东路57号 0579-84123727

86 武义县 县第一人民医院临时接种点 武义县南门街2号 0579-88030011

87 磐安县 磐安县中医院预防 磐安县安文街道月山路227号（特产城内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0579-84665016

88 金华开发区 婺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西侧入口二楼 13665887541

89

衢州市

柯城区 柯城区航埠镇中心卫生院 柯城区航埠镇文化路25号 0570-8761007

90 衢江区 衢江区中医院 衢江区信安大道607号 13967007553

91 龙游县 龙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文化西路49号 0570-7012120

92 江山市 江山市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山市双塔街道江滨北路295号 13757005455

93 常山县 常山县天马镇中心卫生院 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61号 0570-5687712

94 开化县 开化县人民医院 开化县凤凰中路59号 13867027997

95 开化县 开化县芹阳街道中心卫生院 开化县古溪路23号 0570-6526518

96

舟山市

舟山市 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城街道定沈路579号 0580-2188666

97 定海区 定海区中心医院 定海区人民南路30号 18368083775

98 普陀区 沈家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 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西大街192号 05703054094

99 普陀区 六横镇中心卫生院台兴路预防 普陀区六横镇台兴路152号 0570-6073738

100 岱山县 高亭镇中心卫生院 岱山县体育馆 13750726909

101 岱山县 长涂镇中心卫生院 长涂镇长西村后厂8号 0580-4714778

102 岱山县 衢山镇中心卫生院 衢山镇高涂村石板路1号 0580-7334328

103 嵊泗县 嵊泗县中医院院区 嵊泗县东海路181号 0580-5182123 0580-5089146

104

台州市

椒江区 台州市中心医院 椒江区东海大道999号 13857682368 0576-88526021

105 黄岩区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岩区东城街道横街路218号 0576-84016906 0576-84016906

106 路桥区 恩泽医院 路桥区桐屿街道桐杨路东1号 0576-89218677

107 临海市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临海市大洋西路375号 0576-85170175 0576-85170175

108 临海市 杜桥镇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杜桥镇解放街33号 0576-85500166 0576-85667012

109 温岭市 温岭市妇幼保健院 温岭市城东街道下保路102号 0576-86168011 0576-86168022

110 玉环市 玉环市妇幼保健院 玉环市玉城街道双港路191号 0576-87222734

111 仙居县 南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设东路25号 0576-89326958

112 天台县 福溪街道卫生院 桃源路35号 0576-83985752

113 三门县 海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游街道西区大道2号 0576-83378393

114 台州湾新区 三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晨光村818号 0576-88458111

115

丽水市

莲都区 丽水市莲都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丽水市莲都区金桥东街66号 0578-2026036 0578-2026011

116 龙泉市 剑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 龙泉市剑池街道夫人殿路26号 0578-7228139

117 龙泉市 西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 龙泉市西街街道中山西路76号 0578-7111024

118 青田县 青田县人民医院瓯南分院预防 青田县瓯南街道水南公路3号2楼 0578-6026286

119 云和县 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和县浮云街道城东路13号 0578-5522163

120 云和县 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和县新建南路277号 0578-5523952

121 庆元县 庆元县松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庆元县星光路4号 0578-6113030

122 遂昌县 遂昌县妙高中心卫生院 遂昌县妙高街道元立大道322号 0578-8511300

123 景宁县 景宁县鹤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 景宁县复兴东路53号 0578-5082566

124 缙云县 缙云县五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缙云县五云街道寺后路38号 0578-314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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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缙云县 缙云县壶镇镇中心卫生院 缙云县壶镇镇上王新村1区9号 0578-3160400

126 松阳县 西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西屏街道紫荆街105号 0578-880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