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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随着我们对 COVID-19疫苗的深入了解，本文件中的信息会经常变更。随着疫情和 COVID-19疫苗的发

展，我们正在了解大量信息。密西根州的政策也会根据我们所获取的信息发生变更。于 2021年 3月 17

日更新。 

 

为什么 COVID-19 疫苗接种非常重要 

接种 COVID-19疫苗能否防止我感染 COVID-19？ 

研究表明，COVID-19疫苗能有效防止您感染 COVID-19。即使您真的感染了 COVID-19，接种 COVID-19疫

苗也有助于防止您患上重症。早期数据显示，疫苗确实有助于防止无症状感染者传播 COVID-19，但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我们正在获取更多信息。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有助于减少您接触病毒或将其

传播给他人的机会，但只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疫苗会与您的免疫系统合作，一旦您接触到病毒，它将

准备好与之对抗。控制疫情，需要我们利用现有的一切工具。 

 

接种疫苗后会发生什么 

 

我需要为疫苗付费吗？ 

不需要。无论您是否有医疗保险，接种疫苗都不会向您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您有医疗保险，疫苗供应商

可能会向您的保险机构收取管理费，但您本人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如果您没有保险，这笔费用将由卫

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的医疗提供者救济基金（Provider’s Relief Fund）来支付，您无需支付。） 

我需要有身份证才能接种 COVID-19 疫苗吗？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被要求提供信息，以核实您所居住的县，并为您进行登记，或向保险机构收

费。但是，提供身份证明在接种疫苗时不是必须的。 

是否需要接种一剂以上的 COVID-19 疫苗？ 

这取决于您接种的疫苗。有些 COVID-19疫苗需要接种两剂才能完成疫苗接种，并建立最佳的免疫反应。

如果需要接种第二剂，您必须两次都接种同一厂家的疫苗，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接种，以确保获得对于

COVID-19的最佳防护。 

 辉瑞（Pfizer）和莫德纳（Moderna）疫苗都需要接种两剂。如果接种 Pfizer疫苗，第二剂需要

在第一剂的 21天后接种，而 Moderna疫苗的第二剂需要在第一剂的 28天后接种。 

 强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只需要接种一剂就可以建立最佳的免疫反应。 

会如何提醒我接种第二剂？ 

如果您接种的疫苗需要接种第二剂，密西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MDHHS）计划采用多种方式通知您接种

第二剂。在您接种 COVID-19疫苗时，将为您提供 COVID-19疫苗接种记录卡（提醒卡）。这张卡片提供

了填写第二剂接种预约提醒信息的空间。如果您有智能手机，可以考虑给您的接种记录拍照，并在日历

上输入下一剂疫苗的接种日期。MDHHS也会在您第二次接种之前发送短信提醒。此外，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CDC）为您的手机准备了“V-safe疫苗接种后健康追踪器（V-safe After Vaccination Health 

Checker）”应用程序，可以给您发送提醒。 

COVID-19疫苗 

常见问题解答 

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第 2 页，共 12页 
 

  更多详情，请访问 Michigan.gov/Coronavirus。 

于 2021 年 03 月 17日更新 

 

为了确保您能获得 COVID-19的最佳防护，如果您接种的是需要两剂 COVID-19疫苗，请务必接种第二
剂，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剂疫苗必须来自同一疫苗制造商，因此您需确保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地方有您
所需的疫苗，这非常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到给您接种第一剂疫苗的同一家医疗机构接种第二剂。 

 

如果我错过了第二剂 Pfizer或 Moderna疫苗，该怎么办？ 

尽管供应量有限，但您的第二剂疫苗已被预留，以确保您能在建议的时间内接种。如果因特殊事件而无

法按时接种第二剂疫苗，可在第一剂疫苗接种后的六周（42天）内接种。虽然关于超过六周后接种疫苗

效果的数据有限，但接种第二剂仍是最好的保护措施，所以一定要接种第二剂。如果您认为您将不得不

错过第二剂疫苗的接种预约，请立即打电话重新安排时间。 

 

Johnson & Johnson 疫苗不需要接种第二剂。 

 

我如何知道我接种的是哪个品牌的疫苗？ 

您将收到一张 COVID-19疫苗接种记录卡，它将告诉您所接种的疫苗品牌以及您应在何时接种第二剂（如

需接种第二剂）。保存此卡非常重要。 

 

为什么 Johnson & Johnson 疫苗只需要接种一剂，而其他疫苗需要接种两剂？ 

Johnson & Johnson 疫苗已经获得了一剂接种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EUA），且研究已证明其有效性。目

前正在进行两剂的有效性研究，以了解该疫苗与其他 COVID-19疫苗的区别。目前，您在接种一剂

Johnson & Johnson 的 COVID-19疫苗两周后，即被视为完全接种。 

 

mRNA疫苗和腺病毒疫苗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COVID-19疫苗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不患病的情况下对导致 COVID-19的病毒产生免疫力。不同类型的疫

苗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保护作用，但所有类型的疫苗都会使人体知道将来应如何对抗病毒。两种疫苗都不

使用活病毒——您不会通过 COVID-19疫苗感染 COVID-19。 

 mRNA疫苗给您的细胞下达指令，使其产生一种来自 SARS-CoV-2（导致 COVID-19的病毒）的无害

棘蛋白片段。您的免疫系统认识到此片段不属于那里，就会建立抗体并激活 T细胞来消灭它。将

来，您的细胞会记住如何破坏这种蛋白质，保护您免受病毒的侵害。 

 腺病毒疫苗是一种载体疫苗。这种疫苗使用腺病毒（导致普通感冒的病毒），通过一段棘蛋白向

您的细胞传递关于 COVID-19的指令。然后，您的免疫系统会建立抗体并激活 T细胞来消灭它。

将来，您的细胞会记住如何破坏这种蛋白质，保护您免受病毒的侵害。 

 

两种疫苗的副作用有什么不同吗？ 

无论您接种的是哪种疫苗，有轻微的副作用是正常的，如发烧、发冷、疲劳和头痛，以及接种疫苗的手

臂疼痛和肿胀。这是您的免疫系统正在学习如何对抗病毒，并表明疫苗正在发挥作用。 

 

是否有某一种 COVID-19疫苗被证明比其他疫苗更安全？ 

所有 COVID-19疫苗都要经过相同的流程，才能获得联邦药物管理局（FDA）的紧急使用授权（EUA）。没

有数据表明哪种疫苗会比另一种疫苗更安全。目前，CDC并没有建议某特定群体要接种某一种疫苗，而非

另一种。其建议是，接种您目前可得到的疫苗。 

 

轮到我接种疫苗时，我可以选择接种哪种疫苗吗？ 

目前供应有限，您可能不能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选择接种哪种疫苗。您不应该等待；您应该接种

任何一种您可获得的疫苗。CDC并不偏向于某种疫苗。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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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医生办公室、诊所或药房都可以提供 COVID-19疫苗吗？ 

政策初始阶段，联邦政府将向每个州分配限量供应的疫苗。密西根州已将有限的疫苗分配给其工作人员

与患者有接触的医院和医疗机构。一些最弱势群体居住的长期护理机构也将获得疫苗供应，这些疫苗将

在密西根州国民警卫队的帮助下，通过药店和当地卫生部门分配。 

加入疫苗接种计划的医生办公室、诊所和药店可以在有可用疫苗时提供疫苗。随着供应量的增加，医生

办公室、诊所和药房有望在 2021年春末直接获得疫苗。 

已经感染过 COVID-19的人还能接种吗？ 

能。已经感染过 COVID-19的人仍然可以接种疫苗。CDC建议在您康复后再接种。如有疑问，您应咨询您

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如果我已经感染过 COVID-19，我还应该接种疫苗吗？我不应该有免疫力了吗？ 

是的，即使您感染过 COVID-19，您仍然应该接种 COVID-19疫苗。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息说明一个人在感

染 COVID-19后是否不会再感染，或在多长时间内不会再感染；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免疫。早期的证据表

明，COVID-19的自然免疫力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关于这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接种疫苗后，我是否需要继续戴口罩？ 

需要。即使在接种疫苗后，密西根州人也应继续戴口罩，与不同住的人保持社交距离，并勤洗手。更多

信息，可在 CDC网站的 FAQ文档中获得。 

接种疫苗后，我是否需要隔离和请假？ 

接种疫苗不需要隔离，但在接种疫苗后，身体通常需要几周的时间来建立免疫反应。这意味着您有可能

会在接种疫苗前后感染 COVID-19。如果您认为您接触过病毒或出现了症状，您应该进行隔离，直到您与

您的医生沟通并进行检测。 

完全接种疫苗者的隔离说明： 

符合标准的完全接种者在接触 COVID-19感染者后将不再需要隔离。个人应保留其 COVID-19疫苗接种记

录卡，从而确保自己无需隔离。免疫期从接种后的第二周开始： 

 如果接种两剂系列疫苗（Pfizer、Moderna），在第二剂疫苗接种后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建

立免疫力。 

 如果接种单剂疫苗（Johnson & Johnson），则在该剂疫苗接种后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建立

免疫力。 

根据上述时间表，只要个人没有任何 COVID-19症状，就无需隔离。此条不适用于已接种疫苗的医疗机构

住院患者和长期居住者。 

疫苗的安全性 

 

疫苗安全吗？ 

我们明白，有些人可能会对接种疫苗感到担心。安全性是疫苗获得授权或批准的第一要务。FDA在确定这

三种 COVID-19疫苗符合 FDA要求后，才分别授权其紧急使用。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三种经批准的 COVID-19

疫苗都已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可以降低由新冠病毒引起的重症、住院和死亡的风险。虽然 COVID-19疫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0,9753,7-406-98178_98156---,00.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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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正在尽可能快地开发，但开发过程仍然符合常规过程和程序，以确保任何获得授权或被批准使用的疫

苗的安全性。 

 

有关 COVID-19疫苗安全性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DC网站：接种疫苗的好处和 CDC网站：疫苗的安全性。 

如何能如此迅速地制造出安全的疫苗？ 

疫苗的研发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然而，在之前相关冠状病毒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

呼吸综合征（MERS）引起的疫情中，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了冠状病毒疫苗的研究。早先的研究为快速开发

预防感染 COVID-19的疫苗提供了先机。在这个疫苗的研发过程中，没有跳过任何步骤，但为了在不牺牲

安全性的前提下缩短时间，研发方对研发过程进行了修改，比如： 

 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同步进行。一期试验包括一小部分人，目的是评估疫苗是否会引起免疫反应，且

是否安全。科学家们在二期试验进行评估时，观察参与者在一期试验的数据。 

 在完成大规模的三期试验的同时，制造商开始生产疫苗，这样，当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时候，大

量疫苗就已经被准备好。 

 在等待疫苗准备就绪的同时，还为疫苗交付工作的许多其他方面做好了准备（例如，制定如何发放第

一批限量供应的疫苗的计划，确保有足够的疫苗分配与接种）。 

该疫苗会使我感染 COVID-19吗？ 

不会。该疫苗会给您的身体一个代码，帮助它识别病毒，这样您的身体在将来就可以抵抗病毒。 

我可以在接种 COVID-19疫苗的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吗？ 

CDC 建议在接种 COVID-19疫苗前后 14天内不要接种其他疫苗。 

怀孕的女性可以接种 COVID-19疫苗吗？ 

CDC 建议，如果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妇女属于优先接种疫苗群体，她们可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咨询后接种疫

苗。 

人们在接种疫苗前是否需要进行任何检查？ 

CDC 不建议在接种疫苗前进行常规妊娠检查或 COVID-19抗体血检。若因个人特殊病史产生任何问题，您

应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沟通。 

疫苗有什么副作用吗？ 

接种 COVID-19疫苗后，您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副作用。这是您的身体正在建立保护机制的正常表现。

接种 COVID-19疫苗的副作用可能会像流感症状一样，甚至可能影响您的日常活动，但几天后这些副作用

就会消失。您的手臂可能会酸痛、发红或发热。您可能会出现低烧、头痛，以及“身体不适”的普遍感

觉。这些表现说明，您的免疫系统正在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即产生免疫反应，以保护您不被病毒感染。 

有过敏反应史的人可以接种疫苗吗？ 

大多数对食物或环境过敏的人仍然可以接种疫苗。如果您过去对药物或疫苗有任何严重的反应，请在接

种疫苗之前，咨询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了解更多关于 COVID-19疫苗以及罕见和严重过敏反应的信息。 

 

如何追踪副作用？ 

CDC 运行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是一个全国性系统，用于检测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的任何症

状或副作用。任何接种过疫苗的人都可以向 VAERS报告。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vaccine-benefit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allergic-reaction.html
https://vaers.hhs.go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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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V-safe？ 

在您接种疫苗后，您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即可进入您手机上的“V-safe疫苗接种后健康追踪器”。通

过 V-safe，您可以快速向 CDC报告您是否在接种 COVID-19疫苗后出现副作用。CDC可能会给您打电话跟

进，获取更多信息。如需要，V-safe还会提醒您接种第二剂 COVID-19疫苗。 

疫苗分配/优先级 

什么时候可以接种疫苗？ 

密西根州在 12月 14日这一周开始收到疫苗。由于供应量有限，MDHHS对疫苗的分配方式进行了优先级安

排。疫苗的供应量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大幅增加。符合疫苗接种资格的人数将随着供应量的提高而增加。 

我可以在与第一剂疫苗接种地不同的州接种第二剂疫苗吗？ 

如果您接种的是两剂系列疫苗（Pfizer或 Moderna），在规定时间内接种第二剂疫苗很重要。您也许可

以在不同的州接种第二剂，但您应该在出行前进行核对，以确保该州的疫苗供应。请查阅该州的 COVID-

19 疫苗网站。确保您有疫苗接种记录，包括您接种第一剂时的记录卡。 

哪些人将第一批接种疫苗？ 

密西根州将分阶段分发疫苗，因为疫苗供应量的提高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以满足所有人的疫苗接种需

求。 

CDC 和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ACIP）已经明确了不同的疫苗接种阶段。ACIP最近已投票决定更新疫苗分

配临时建议。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更新的 COVID-19疫苗分配临时建议。 

16 岁以上的公众何时可以接种疫苗？ 

从 2021年 4月 5日开始，所有 16岁及以上的密西根人都有接种疫苗资格。16岁和 17岁的人必须只能接

种 Pfizer疫苗。Moderna和 Johnson & Johnson 的 COVID-19疫苗只推荐给 18岁及以上的人。 

我们是否要等一个群体接种完疫苗后，下一群体才能接种疫苗？从一阶段进行至下一阶段需多长时间？ 

一阶段的疫苗接种可能在另一阶段的疫苗接种未完成前就开始。不同疫苗接种阶段的时间可能会重叠。 

一个阶段开始接种疫苗的时间取决于 CDC或 ACIP的指示、疫苗制造商的供应、联邦一级如何向密西根州

分配疫苗、以及给人群接种疫苗的能力。 

我们希望能够在春末为密西根州所有 16岁或以上的人提供疫苗接种。16岁和 17岁的人必须只能接种

Pfizer疫苗。Moderna和 Johnson & Johnson 的 COVID-19疫苗只推荐给 18岁及以上的人。 

为什么要更改疫苗接种阶段？ 

MDHHS修订了实施时间表，以实现以下目标： 

 效率。为了快速进行疫苗接种，MDHHS减少了对复杂资格规则的使用，包括确定谁是一线或关键工作

者的规则。在下一阶段的接种中，MDHHS将 1B阶段的关键工作者类别限定为个人暴露水平较高的工

作者（1B 阶段 B组）。 

 效果。在迅速采取行动的同时，MDHHS也将疫苗的接种对象瞄准了有最高风险人群。迄今为止，80%

的死亡发生在 65岁及以上人群中，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上升。为降低死亡风险，密西根州正

以年龄为主要考量因素加快疫苗接种。 

 公平性。标准的简单化将防止部分人利用收入或特权的差别滥用系统资源。将高风险人群的年龄调整

到 50 岁及以上解决了种族/民族对预期寿命差异的担忧，同时将残疾人士纳入 1C阶段 B组是认识到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5152e2.htm?s_cid=mm695152e2_e&ACSTrackingID=USCDC_921-DM45302&ACSTrackingLabel=MMWR%20Early%20Release%20-%20Vol.%2069%2C%20December%2022%2C%202020&deliveryName=USCDC_921-DM4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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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群体因 COVID-19而出现严重疾病的额外风险。疫苗接种工作也应确保外展服务和教育战略的

重点是消除最弱势群体获得疫苗的障碍。 

这是如何遵循 ACIP指导的？ 

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ACIP）关于 COVID-19疫苗接种阶段的指导和建议可以在这里找到。目前，我们正

在确保按照 ACIP的建议为所有 1A阶段的人接种疫苗。有时，您可能会看到阶段间的重叠。在进入另一

阶段之前，前一阶段不一定会完成。这就是所谓的“闸门期”。MDHHS更新了其优先级指南以反映这一

点。 

我是属于第 1A阶段的工作者，我还能接种疫苗吗？ 

能。随着我们逐步推进并进一步开放我们的疫苗接种服务，我们仍可以确保前几阶段所有符合资格的人

以及在任何阶段错过疫苗接种机会的人都可以接种疫苗。ACIP已经提出了指导意见，指出没有必要在开

始下一阶段之前，对前一阶段的所有人进行疫苗接种；接种阶段可以重叠。 

我是一名医疗服务提供者，但我还没有接种疫苗，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是一名尚未接种疫苗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且您隶属于一个较大的医疗系统，您需要联系您的雇

主，看看他们是否有关于您何时以及如何接种疫苗的计划。他们会按照 COVID-19疫苗接种计划指导您，

并协助您确定何时以及如何接种疫苗。 

如果您不属于卫生系统，且需要接种疫苗，您应联系当地卫生部门，从而安排疫苗接种。请勿致电卫生

部门，请登录 Michigan.gov/COVIDvaccine 从而了解如何预约接种疫苗。 

我应如何报名接种疫苗？ 

首先，您需要确定您属于目前建议接种疫苗的优先群体。您可以通过查看 MDHHS的优先级指南来确定您

属于哪个优先级群体，以及您是否有资格在此时接种疫苗。 

查找疫苗： 

 查看当地卫生部门或医院的网站，从而了解流程或填写注册表格；或 

 查看其他接种地点，如 Meijer、Rite Aid 或 Cardinal Health（密西根上半岛居民）等当地药房

；或 

 无法上网或在疫苗预约流程中需要帮助的居民可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8点至下午 5点、周六和周日

上午 8 点至下午 1点拨打 COVID-19热线 888-535-6136(按 1)，或拨打 2-1-1。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供应量在不断增加，但可用的疫苗数量仍然有限，所以可能需要等待预约。随着疫

苗供应量的提高，密西根州将继续加快优先级群体的疫苗接种速度。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有接种疫苗资格？ 

您可以通过查看 MDHHS的优先级指南来了解自己是否有资格接种疫苗。根据您的风险等级，您将被匹配

至对应的优先级群体和接种阶段。同时，请及时了解各种媒体分享的最新信息。您也可以与您的初级医

疗服务提供者进行交谈，他们可以根据您的风险水平帮助您确定您所属的优先级群体。我们鼓励您向您

的初级医疗服务提供者咨询有关 COVID-19疫苗的任何问题或疑虑。他们最了解您的病史，可以为您提供

指导。 

我可以在哪里接种疫苗？ 

疫苗接种时间将会有相关安排。当地卫生部门将在社区中安排门诊。如需预约接种疫苗，请勿致电卫生

部门，请登录 Michigan.gov/COVIDvaccine 进行疫苗接种预约。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vaccines/hcp/acip-recs/vacc-specific/covid-19.html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MI_COVID-19_Vaccination_Prioritization_Guidance_2152021_716344_7.pdf
http://www.michigan.gov/COVIDvaccine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MI_COVID-19_Vaccination_Prioritization_Guidance_710349_7.pdf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MI_COVID-19_Vaccination_Prioritization_Guidance_710349_7.pdf
http://www.michigan.gov/COVID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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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需要时间，随着每一阶段的推进，我们会公布更多名单。MDHHS不为公众提供疫苗接种门诊，

疫苗接种将通过当地卫生部门、卫生系统和药房来完成，当向大众开放时，这些部门将共同参与疫苗接

种工作。 

我听说过免下车疫苗接种门诊，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同样地，疫苗接种地点将通过当地卫生部门协调，其中可能包括所谓的免下车式门诊。您将在车内接种

疫苗、资料填写，并完成接种后的观察时间。当地卫生部门将根据疫苗接种阶段，提供这些疫苗接种点

的开放情况通知。 

如果有不在优先级名单上的人接种了疫苗怎么办？ 

我们要尽可能地遵循优先级指南，因为这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根据我们所收到的疫苗的分配情况及时接

种疫苗。这可以让疫苗接种工作顺利进行，因此在每一阶段，我们都不会让风险最高的群体无疫苗可

用。如果有不在优先级名单上的人接种了疫苗，我们会计算该剂量，但是为了最好地确保我们以有效的

方式满足所有公众的需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遵循既定的 MDHHS优先级指南。 

我是一家长期护理（LTC）机构，还未成立疫苗接种门诊，我该怎么办？ 

所有登记在联邦药房合作伙伴计划的 LTC机构已与参与该计划的三个药房合作伙伴之一获得初步联系；

管理式医疗护理协会(MHA)、CVS或 Walgreens。已登记的 LTC机构应与其药房合作伙伴共同安排疫苗接

种门诊。任何已登记的 LTC机构在安排或与药房合作伙伴合作方面有困难，请通过 MDHHS-COVID-

Longtermcare@Michigan.gov 与 MDHHS联系。所有未加入联邦药房合作伙伴计划的 LTC机构应联系其当地

卫生部门，为其职工和居民获取 COVID-19疫苗。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是一线关键工作者？ 

一线关键工作者的工作职责对维护生命安全和保护大众至关重要。他们的角色将使他们接触潜在传染性

人群的风险大大增加。 

如果我是一线关键工作者，我如何知道如何接种疫苗？ 

如果您是关键工作者，您的雇主会通知您。您的雇主应协助您预约您可获得疫苗接种的地点。 

为什么 1B阶段与 1C阶段接种工作同时开始？ 

只有部分 1B 阶段与 1C阶段接种工作同时开始了。这样做的原因有几个，但 MDHHS认为重要的是，要确

保受 COVID影响最大的人群能够接种疫苗。随着疫苗供应量的增加，可以根据患上 COVID-19重症的风险

高低，确定更多符合疫苗接种资格的人群。 

为什么关键工作者能够先于普通大众接种疫苗？ 

关键工作者维护了对公共卫生和安全重要系统的正常运转。根据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ybersecurity &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的定义，关键和特定行业的工作者是美国重要

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这些工作者中，许多人从事的工作需要经常与人接触。当前数据显示，这当中许

多人感染 COVID-19的风险更高。及早接种疫苗非常重要，这不仅能够保证他们的健康，还能够让他们持

续为美国社区提供关键服务。 

如何确定基本工作者并使其优先接种疫苗？  

MDHHS、密西根州警察局应急管理和国土安全部、地方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部门将根据关键基础设施保护

（CIP）项目以及业务连续性计划，优先考虑部分工作者。 

疫苗接种将通过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进行协调。此外，我们还将利用与密西根州各企业的现有关系，使其

利用自身的职业健康计划，在适当阶段启动时进行疫苗接种管理。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mailto:MDHHS-COVID-Longtermcare@Michigan.gov
mailto:MDHHS-COVID-Longtermcare@Michiga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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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学校工作人员和儿童护理人员比普通大众优先接种疫苗？ 

学校和儿童护理机构通过提供教育指导、支持培养社交和情感技能、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满足营养需

求、促进身体活动等方式为儿童成长和福祉做出了贡献。为这些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对于提高线下教学能

力至关重要。 

无家可归者是否会获得疫苗接种？ 

会。地方卫生部门将与联邦级别医疗中心和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协同工作，为无家可归者接种疫苗。  

部落人口是否会获得疫苗接种？ 

会。我们将通过部落卫生诊所向部落成员提供疫苗接种。 

季节性/流动工作者是否会获得疫苗接种？ 

会。地方卫生部门将与联邦级别医疗中心和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协同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从 3月 1日

起，密西根州的食品加工和农业部门的部分工作者有资格接种疫苗。更多关于食品加工和农业工作者的

信息。 

 

 

 

为何 16岁以下的儿童未被包括在疫苗计划之内？ 

关于是否建议幼儿接种疫苗，我们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指导意见。不建议对幼儿进行疫苗接种，是因为目

前有关该年龄群体疫苗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还十分有限。但仍应确保幼儿及时接种保证其生命健

康的其他疫苗。 

从 2021 年 3 月 8 日开始，优先为残疾人或合并症患者接种疫苗。 

我与一名残疾人同住。我是否有资格接种疫苗？ 

目前 50 岁及以上且与残疾人同住的人可以接种疫苗。 

《美国残疾人法案》（ADA）将残疾人定义为，因有身体或精神障碍导致一项或多项日常生活活动受到严

重限制的人。包括目前没有残疾，但有相应障碍记录的人。也包括没有残疾但被视为有残疾的个人。 

日常生活活动包括吃饭、睡觉、站立、起身、阅读、弯腰、集中注意力、思考、交流和工作等。此外，

ADA 还囊括了主要的身体机能障碍（如“免疫系统功能、细胞正常生长、消化、肠道、膀胱、神经系统、

脑部、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生殖系统功能”）。 

如果我年龄为 50 岁及以上，患有什么病症可以让我在该阶段有资格接种疫苗？ 

某些潜在的病症会增加患 COVID-19重症的风险。COVID-19重症的定义为住院、进入 ICU、插管、使用机

械式呼吸辅助、或死亡。 

 癌症 

 慢性肾病 

 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 

 唐氏综合症 

 心脏病，如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疾病或心肌病 

 实体器官移植导致的免疫功能状态低下（免疫系统衰弱）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MI_COVID-19_Vaccination_Prioritization_Guidance_2152021_716344_7.pdf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MI_COVID-19_Vaccination_Prioritization_Guidance_2152021_716344_7.pdf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Ag_Worker_Vaccine_022621_717644_7.pdf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Ag_Worker_Vaccine_022621_717644_7.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cancer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chronic-kidney-diseas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copd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downsyndrom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heart-condition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immunocompromised-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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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症（身体质量指数[BMI]为 30 kg/m2或以上，但小于 40 kg/m2） 

 严重肥胖（BMI≥40kg/m2） 

 怀孕 

 镰状细胞贫血症 

 吸烟 

 2 型糖尿病 

以下病症可能会使个人患 COVID-19重症的风险增加，因此目前 50岁及以上的人也可以接种疫苗： 

 哮喘（中度至重度） 

 脑血管病（影响脑部血管和血液供应） 

 囊肿性纤维化 

 高血压 

 因血液或骨髓移植、免疫缺陷、HIV、使用皮质类固醇或使用其他削弱免疫力的药物而导致的免疫

功能状态低下（免疫系统衰弱） 

 神经系统疾病，如痴呆症 

 肝脏疾病 

 体重超标（BMI > 25 kg/m 2，但是 < 30 kg/m2） 

 肺纤维化（肺组织受损或有疤痕） 

 地中海贫血症（一种血液疾病） 

 1 型糖尿病 

我是一名有特殊健康护理需求的儿童的护理者。我是否有资格接种疫苗？ 

作为有特殊健康护理需求的儿童的护理者、家庭成员和监护人，如果年满 16岁及以上，则此时可接种疫

苗。特殊健康护理需求包括任何身体、发育、心理、感官、行为、认知或情感上出现障碍或限制的情

况，需要医疗管理、健康护理干预和/或使用专门的服务或项目。这种情况可能是先天的、后天的、或因

疾病、创伤或环境原因而导致的，它可能会对日常的自我照顾活动造成限制，或对日常重要生活活动造

成实质性限制。 

我的年龄为 50岁及以上，但没有任何潜在的健康状况或残疾。我什么时候才符合接种 COVID-19疫苗的

资格？ 

从 3 月 22日开始，由于疫苗的供应提高，50岁及以上的人有资格接种 COVID-19疫苗。 

我的年龄小于 50 岁，但确实有潜在的健康状况或残疾问题。我什么时候才符合接种 COVID-19疫苗的资

格？ 

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将在 5月底之前为所有成年人生产足够的疫苗。由于生产量以及供应量的增加，

MDHHS很快会更改其优先级指南，让更多有潜在健康状况或残疾问题的人群获得资格。 

 
 

有关《疫苗优先级指南》更改的问题 

为什么在 2021年 2月 15日更新的指南中，殡葬服务工作者被调整至更高的优先级别？ 

因为殡葬服务工作者会接触到有传染性的物品，且他们在支持医疗基础设施和帮助社区应对 COVID-19大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obesity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obesity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pregnancy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hemoglobin-disorder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smoking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diabete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asthma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serious-heart-condition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copd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serious-heart-condition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immunocompromised-stat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immunocompromised-stat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neurologic-condition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liver-diseas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obesity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copd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hemoglobin-disorder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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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虑到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情况，该群体感染的可能性较低，但为了使密

西根州的指南能够更好地与 ACIP指南保持一致，还是决定将该群体移至 1A阶段。 

我是另一群体的成员，我们的优先级没有被调高。为什么食品加工业和农业工作者属于更高的优先级？ 

保持食品供应链流动不仅影响着密西根州，也影响着整个国家。随着 2021年春夏季节的到来，确保劳动

力健康对食品供应链至关重要。 

这些群体与肉类包装厂、乳品场、温室和农场的疫情爆发有关。2020年春夏有大面积疫情持续爆发，在

不同地点之间传播，并能传播到这些工作者居住的社区。有记录表明，疫情会从工作场所蔓延到集体住

房或公寓楼。 

食品加工业和农业工作者如何报名接种疫苗？ 

这些工作者应与雇主以及当地卫生部门合作，争取接种机会。这些工作者应与当地卫生部门联系。点击

冠状病毒 - 疫苗接种站点（michigan.gov）以确定疫苗接种点。 

MDHHS和 MDARD正在与密西根州初级保健协会（Michigan Primary Care Association）以及地方卫生部

门合作，为季节性工作者制定疫苗接种策略。从 3月 1日起，密西根州的食品加工和农业部门的部分工

作者有资格接种疫苗。 

更多关于食品加工和农业工作者的信息。 

疫苗对于目前接种的群体已经不足，为什么还要增加更多的群体？ 

需要注意的是，疫苗接种阶段将根据许多因素进行调整，其中包括效率、效果和公平性。目前我们正在

对数据进行评估，以确保根据现有的疫苗供应情况，那些风险等级最高、在支持社区方面发挥作用的人

能够接种疫苗。我们正在努力地让所有疫苗得到充分利用，我们了解这其中的挑战性，也非常感谢大家

的耐心。 

为什么餐饮工作者的优先级没有上调？ 

联邦疫苗接种优先级指南把餐饮工作者放在了 1C阶段（餐饮服务人员）。 

 

 

其他疫苗信息 

 

COVID-19疫苗中是否含有胎细胞？ 

在 Johnson & Johnson 的 COVID-19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在胎细胞中培养的病毒进行生产

（通过使用 PER.C6系列）。尽管胎细胞被用于培育疫苗病毒，但疫苗中并不会包含这些细胞或 DNA片

段。 

mRNA 疫苗（Pfizer和 Moderna的疫苗）没有将胎细胞系用于生产或制造疫苗。 

更多信息可在以下网站查阅： 

 有关 COVID-19疫苗的问题与解答 

 疫苗成分 - 胎组织 

 免疫行动联盟 

 夏洛特·洛齐尔学院 

 《科学》中的文章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0,9753,7-406-98178_103214_104822---,00.html#block-3_121336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MI_COVID-19_Vaccination_Prioritization_Guidance_2152021_716344_7.pdf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MI_COVID-19_Vaccination_Prioritization_Guidance_2152021_716344_7.pdf
https://www.michigan.gov/documents/coronavirus/Ag_Worker_Vaccine_022621_717644_7.pdf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chop.edu%2Fcenters-programs%2Fvaccine-education-center%2Fmaking-vaccines%2Fprevent-covid&data=04%7C01%7CLoynesH%40michigan.gov%7Cec3052fd7ea048ba8cd908d8dcc561dc%7Cd5fb7087377742ad966a892ef47225d1%7C0%7C0%7C6375020875994435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OeB2g8%2BtwU%2BwfZT2s%2BbaSbDu1f4PMhKwrlP3O09bYnc%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chop.edu%2Fcenters-programs%2Fvaccine-education-center%2Fvaccine-ingredients%2Ffetal-tissues&data=04%7C01%7CLoynesH%40michigan.gov%7Cec3052fd7ea048ba8cd908d8dcc561dc%7Cd5fb7087377742ad966a892ef47225d1%7C0%7C0%7C6375020875994435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AUYu1IROoq5KUsmJj%2BC87TugHabFziz2GVJZcZ7bQWQ%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mmunize.org%2Ftalking-about-vaccines%2Freligious-concerns.asp&data=04%7C01%7CLoynesH%40michigan.gov%7Cec3052fd7ea048ba8cd908d8dcc561dc%7Cd5fb7087377742ad966a892ef47225d1%7C0%7C0%7C63750208759945349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62sJQiSzcSoQXfsNzhT2%2BevReQOtX6APpdRk%2BMVhkac%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lozierinstitute.org%2Fupdate-covid-19-vaccine-candidates-and-abortion-derived-cell-lines%2F&data=04%7C01%7CLoynesH%40michigan.gov%7Cec3052fd7ea048ba8cd908d8dcc561dc%7Cd5fb7087377742ad966a892ef47225d1%7C0%7C0%7C63750208759945349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5tBKhb%2FVZXYxXBpyhCAmuFibW%2FLbg6wV2mh3zlBHaMg%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sciencemag.org%2Fnews%2F2020%2F06%2Fabortion-opponents-protest-covid-19-vaccines-use-fetal-cells&data=04%7C01%7CLoynesH%40michigan.gov%7Cec3052fd7ea048ba8cd908d8dcc561dc%7Cd5fb7087377742ad966a892ef47225d1%7C0%7C0%7C63750208759946344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7EbcO0ECKHnfphGSpTAXOtzmfp0kd7eVWymSJw8Qpww%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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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情，请访问 Michigan.gov/Coronavirus。 

于 2021 年 03 月 17日更新 

接种 COVID-19疫苗可以预防新的变种吗？ 

人们认为这三种令人关注的变种都比在美国传播了数月的 SARS-CoV-2具有更高的传播率。这令人担忧，

因为 COVID-19病例的增加会导致需要临床治疗的人数增加。除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其他

防护措施外，接种疫苗仍是阻断 COVID-19传播的重要手段。目前正在研究疫苗对新变种的有效性。 

 B.1.1.7：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B.1.1.7能改变病毒并能影响现有疫苗的有效性。目前已在密西根州发

现了 B.1.1.7病例。 

 B.1.351：目前对 B.1.351变种的了解较少。B.1.351：目前对 B.1.351变种的了解较少。Johnson & 

Johnson的 COVID-19疫苗在 B.1.351变种肆虐的南非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疫苗面对该变种时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为了充分了解变种对疫苗疗效的潜在影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2021年 3月 8

日，密西根州发现了首例 B.1.351病例。 

 P.1：有证据表明，P.1变种中的一些突变可能会影响抗体（来自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识别和中和

病毒的能力，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密西根州尚未发现 P.1病例。 

我们正在密切调查这些令人关注的变种，并且也在进行其他研究。为了限制 COVID-19病毒的传播并保护

公众，必须继续采取公共卫生策略，如接种疫苗、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保持手部卫生、隔离和检

疫。 

 

有关特别举措的问题 

 

在全州范围内，优先级群体的年龄是不是降到了 60 岁？ 

没有，《优先级指南》中的年龄段目前没有调整。这是一项针对接种年龄在 60岁及以上、按地域划分的

人群的特殊举措。该举措针对的是过去一年内 COVID-19死亡率较高的地区。 

 

请大家理解，疫苗的供应是有限的，对于该群体和其他目前的优先级劳动力来说，疫苗接种过程将在数

周甚至数月内进行。 

 

哪些人可以申请参加从 3月 1 日开始的 MDHHS针对 60岁及以上人群特殊疫苗推广（Special Vaccine 

Outreach）计划？各组织如何申请？ 

请阅读新闻稿，了解社区推广试点计划的相关信息。 

FQHC，即社区医疗中心，会获得多少疫苗？ 

密西根州供应商每周订购的 COVID-19疫苗数量可在我们的网站（新冠病毒 - COVID-19疫苗数据面板

（michigan.gov））上查询。联邦政府和密西根州已将 FQHC确定为为弱势群体接种疫苗的重要提供者。

FQHC 的最高使命是在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初级保健服务。联邦政府正在直接向一些机构提供疫苗，密西

根州会向那些未被联邦计划覆盖的 FQHC提供疫苗。 

保护您的隐私 

 

当我接种疫苗时，会收集我的哪些信息？  

在查看完疫苗特定的紧急使用授权（EUA）文件并同意接种疫苗后，您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和接种的

疫苗种类都需要报告给州机构，即密西根州医疗改善登记处（MCIR）。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s://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0,9753,7-406-98158-552087--,00.html
https://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0,9753,7-406-98178_103214-547150--,00.html
https://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0,9753,7-406-98178_103214-54715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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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情，请访问 Michigan.gov/Coronavirus。 

于 2021 年 03 月 17日更新 

所收集的关于我的信息是否会与任何人共享？ 

密西根州医疗改善登记处（MCIR）数据库仅供经批准的医疗专业人员、工作人员和地方卫生部门用于疫

苗接种工作，且他们必须签署 MCIR使用协议，该协议规定保护您的信息。 

密西根州将与 CDC共享疫苗接种信息，但仅以不包含个人信息的汇总形式分享（即不包含姓名、出生日

期或住址等个人层面的信息）。 

 

 

 

 

我可以在哪里获取更多信息？ 

 

 了解有关冠状病毒的更多信息，可访问密西根州冠状病毒网站。 

 了解有关 COVID-19疫苗的信息，可访问密西根州 COVID-19疫苗接种网站。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可拨打 COVID热线：1-888-535-6136。  

 了解有关冠状病毒的更多信息，可参阅：CDC COVID-19疫苗 

 希望参加密西根州 COVID-19疫苗接种计划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http://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michigan.gov/coronavirus
http://www.michigan.gov/COVIDvaccin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index.html
https://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0,9753,7-406-98178_98156---,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