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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目前，亚洲有全世界70%的乙肝感染者，其中9300万是慢性感染者。这份指南详
细介绍了中国每一位雇主将乙肝教育纳入常规策略的必要性与措施，从而帮助企
业促进员工健康、营造零乙肝歧视的工作环境。 

作为贵公司人力资源、员工福利或健康保健部门的主管人员，您在促进员工对乙
肝的认知与行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富有成效的教育项目往往是常规性
的，它向员工传达正面信息：慢性乙肝感染者可以积极生活，可以与其他同事一起
为公司作出贡献。

乙肝可以通过疫苗加以预防，需要进行治疗的慢性乙肝感染者也可以通过药物干
预有效控制病情。

工作场所中的日常接触不传染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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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项目 

常规教育有助于促进员工健康和消除歧视。雇主为员工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或检测时，也应同步进行教育。

我们应该向员工传播哪些关键的健康信息?
 

 请勿歧视     乙肝不会通过共饮共餐等日常接触传播。它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行为传播。
 了解自身健康状况   了解自身状况有助于您及时采取适宜行动，保持健康。
 接受治疗   如果您是乙肝感染者，需定期检查和监测，预防肝癌。
 接种疫苗    全程三针乙肝疫苗可以提供长期免疫。
 保护新生儿   准妈妈们需在宝宝出生时及时为他们接种乙肝疫苗。

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吸引员工参与的健康教育项目？
每家企业都有其特定的的文化和需求。尽管不同企业的乙肝教育项目可能各有特点，但以下是每位雇主在建立或改
善教育项目时都可以考虑采取的一些步骤。

第一步：选择合作伙伴
在企业内部选择适宜的部门和团队成员一起合作教育项目。合作团队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人力资源部门
 • 员工健康部门
 • 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 公共关系部门
 
第二步：选择适宜的活动时间
在全国或国际纪念日提供教育，是向员工介绍乙肝知识的好方法。这样，您就可以在全球性活动的基础上，为员工提
供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所在社区产生积极影响。这种方法往往能够激发员工的兴趣。 请考虑以下日期：
 
 • 全国爱肝日（每年3月18日）
 • 世界免疫周（每年4月24日－4月30日）
 • 世界肝炎日（每年7月28日)

提前筹备可以给您充足的时间寻求支持与帮助。如您需咨询或帮助，可联系中国公共卫生热线或亚裔肝脏中心。联
系方式可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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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驻地医疗团队/医务室
 • 健康教育或安全部门
 • 员工代表/志愿者



第三步：选择传播渠道和资源
在第二步中建立一个多样化的团队有助于您选择最佳传播渠道，从而更好地宣传公司自身或亚裔肝脏中心制作的
趣味材料。传播渠道可包括：

可用于传播以播 纸质资料的 渠道：
	 • 知识手册
	 • 横幅
	 • 海报

可用于传播以下电子资料的渠道（如公司的内网、健康网站或健康资料库，以及社交媒体或微信）：
	 • 视频
	 • 电子邮件
	 • 电子新闻简报
	 • 趣味教育讯息

 面对面的宣传机会：
	 • 健康讲座
	 • 健康展览会
	 • 游戏或比赛
	 • 年度体检中一对一的健康教育或咨询

第四步：充分利用贵公司的健康风险评估（HRA）或健康评估（HA）
	 • 公司健康风险评估（HRA）或健康评估（HA）是一种纸质或者线上调查，旨在了解员工的不同    
  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这是一种用于了解个体健康状况和健康需求的有效工具。
	 • 向贵公司的健康评估服务商了解调查是否包含乙肝风险相关问题。Vielife、Wellness     
  CHeCkpoint等国际健康评估服务商所提供的健康风险评估，都含有乙肝评估部分。

信息支持
中国公共卫生热线可解答有关乙肝的问题，例如查询乙肝检测与疫苗接种的地点。

网址: http://www.12320.gov.cn/qg12320wz/index_en.shtml
电话: 12320 (中国地区) / +86 (10) 12320 (亚洲除中国外地区)

北京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可提供教育项目策划和实施建议，解答乙肝相关问题。
网址: JoinJade.cn
电话: +86 (10) 62744167
邮箱: jadeinchin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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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中国翡翠丝带”项目回顾

截至2016年5月，已有29位企业雇主作出承诺，致力营造零乙肝歧视的工作环境，开展员工教育。五家参与“中
国翡翠丝带”项目的企业——Bp international ltd. (碧辟)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

（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 、MsH CHinA (万欣和) 、Marvell (美满电子科技) 、seagate (希捷）——向我们展示了
它们的乙肝教育项目。

JOINJADE EMPLOYERS
Aetna, Inc.
BP International Ltd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igna
Cummins Inc.
Dell Inc.
Ericsson Inc.

FedEx
Foxconn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neral Motors
GlaxoSmithKline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Honeywell

HP Inc. 
IBM Corporation
Ingersoll Rand Company
Intel Corporation
Johnson & Johnson
Lenovo
Liberty Mutual Insurance Group

Marvell 
MSH CHINA
Nielsen
Seagate
The Goodyear Tire and  
Rubber Company  
Total
Visteon Corporation  

Where our partners operat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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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P中国，我们珍视每一位员工。我们承诺并一直致力于促进员工健康和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规，对新雇佣员工
从不做乙肝病毒筛查。与中国翡翠丝带项目倡议相一致，BP在抗击乙肝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 在员工的年度福利体检中提供自愿性的乙肝检测，由公司承担相关检测费用。检测报告仅限受检员工本人拆  
 阅。
• 在工作场所通过电子海报、折页，提高员工对乙肝疾病的认知，倡导零乙肝歧视，鼓励乙肝疫苗接种。

    Symptoms 病毒性肝炎有哪些症状？   

  Diagnosis 病毒性肝炎需要完成哪些检查？   

肝炎病人饮食宜忌 

 绝对禁酒 

 少吃辛辣刺激食品 

 少吃腌制食品 

 少吃罐头方便食品 

 少吃油炸烧烤食品 

 少吃盐和碱类食品 

 少吃味精 

 少吃松花蛋 

 切忌暴饮暴食 

BP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WHO urges action on hepatitis threat  

24 July 2013 -- On World Hepatitis Day, 28 July, WHO is advocating action against the 5 hepatitis viruses that can cause 
severe liver infections and lead to 1.4 million deaths every year. Some of these hepatitis viruses can also lead to 
chronic and debilitating illnesses such as liver cancer and cirrhosis, in addition to loss of income and high medical ex-
penses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orldwide. 

No. Edition 8                                                                Jul 2013 

大多数病人感到

乏力、肝区不

适，少数病人皮

肤、眼白发黄

（黄疸）。 

几乎所有病人都有食欲不

振、恶心和呕吐症状。 

有的病人开始发

病表现为发烧。 

 各型肝炎检查项目 常用辅助检查项目 

Hepatitis A 抗-HAV（1gM:1gG） 血生化肝功能检查 

（ALT、AST） 

B超、CT、磁共振 

肝脏穿刺活检 

Hepatitis B HBsAg  抗-HBs  HBeAg  抗-HBe  抗-HBc  HBV DNA 

Hepatitis C 抗-HCV   HCV DNA 

Hepatitis D HDAg  抗-HDV  HDV DNA 

Hepatitis E 抗-HEV（1gG:1gM） 

  HBsAg携带者≠乙肝病人    

◇ HBsAg携带者：血液中检测到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但无肝炎症状和体征，各项肝功能检查正常，肝穿刺活
检基本正常，经半年以上观察无变化者。 

◇ 乙肝病人：HBsAg阳性，转氨酶升高，肝穿刺活检有炎症坏死，或胆红素、白/球蛋白等肝功能异常，有乏
力、食欲不振、肝区不适等症状为乙肝病人。 

携带者不宜从事幼托、餐

饮业以及重体力活动，绝

不能作为献血员。 

男女双方都是携带者可以结

婚，仅一方为携带者，另一

方可以注射乙肝疫苗，出现

抗-HBs时可以结婚。 

携带者除军校、餐饮、幼教

等专业外，其余均可报考，

录取后不应设置障碍。 

携带者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工

作，同处一室工作的人一般

接触不会被感染，因为乙肝

病毒主要通过血液传播。 

Further information visit: http://www.who.int/campaigns/hepatitis-day/2013/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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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B virus (HBV) is the most common human 
hepatitis virus in Singapore. HBV infection and its 
chronic sequelae are major world-wide health 
problems.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300 million 
chronic HBV carriers in the world, of whom 75% 

are found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between 25 to 50 percent 
of these carriers can expect to die prematurely, either as a result of chronic liver 
inflammation and liver failure (cirrhosis) or the development of liver cancer. Cont. 
Page 2 
More than 240 million people have chronic (long-term) liver infections. More 
than 780 000 people die every year due to the acute or chronic consequences of 
hepatitis B world-wide. **WHO World Hepatitis Day. 

Signs and Symptoms Hepatitis A & B 

■Jaundice—yellowish of skin and ‘whites’ of the eyeball (sclera) 
■Dark-coloured urine (dark tea-coloured) 
■Pale stools 
■Fever 
■Joint pain 
■Prolonged tiredness 
■Abdominal pain 
■Poor appetite, nausea and vomiting  

What Causes Hepatitis? 
Hepatitis is a generic term for inflammation 
of the liver. This can be due to viral infec-
tion, exposure to toxic substances, alcohol, 
certain medications, or immune system 
disorder. Hepatitis A is a liver inflammation 
caused by infection with the Hepatitis A 
virus (HAV). In Singapore, the majority of the 
reported Hepatitis A cases had past histories 
of consuming contaminated food from raw 
or partially cooked cockles. 

  

 

 

 

 

 

 

 

 

Acute (inflammation of the liver that lasts less than 
six months) or  

Chronic (inflammation of the liver that lasts more 
than six months) 

It is common and is much higher than what is 
reported.  

1. Recover with a lifelong immunity 

2. It leads to cirrhosis, liver cancer and sometimes 
death 

Long-Term Effects Without Vaccination 
Chronic infection occurs in: 

 90% of infants infected at birth 

 30% of children infected at age 1 - 5 years 

 6% of persons infected after age 5 years 
Death from chronic liver disease occurs in: 
15-25% of chronically infected persons 

World Hepatitis Day, 28 July 2014 

Edited by: Shaik Moktar |  Email moktar.md_ali@se1.bp.com | Telephone: +65 63718217 Disclaimer: This document has been developed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only. I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professional medical advice. Should you have qu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any topic described here, please consult your medical professional. 

 
HEPATITIS B 

■Transmitted through body secretions like  blood, semen, saliva of an infected 
person 
■Transmission in childhood can occur through shared utensils like toothbrush-
es and razors. 
■Carrier or an infected mother to her newborn during childbirth 
■Sexual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erson 
■Use of contaminated needles, cuts to the skin by shared razors or nail clippers 
■Hepatitis B infections can be acquired through blood transfusions if the blood 
donor is not properly screened 
■It can also be acquired through acupuncture, tattooing, ear piercing, mani-
cures and dental treatment if non-sterile instruments are used 
■Individuals who indulge in a promiscuous lifestyle like commercial sex-
workers and homosexuals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HBV infection 
 
Prevention 
■Vaccination, which consists of 3 doses 
■Proper screening of blood donors 
■Avoid sharing utensils like toothbrushes, razors, nail clippers 
■Proper sterilization of instruments in acupuncture, tattooing, ear piercing, 
manicures and dental treatment. Choose a reliable operators 
■Having protected sex 
 
HEPATITIS A 
■Contaminated food 
■Shellfish 
■Contaminated water or milk 
■Close personal contact with things handled by an infected person 
■Flies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erson's faecal matter  
 
Prevention 
■Good hygiene 
■Washing hands with soap before and after meals 
■Properly cooking shellfish before consumption 
■Good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年度工作
环境调查

电话邮件

年度员工体检
中的现场咨询

与HSSE部门人
员的面对面交流

1  http://www.who.int/campaigns/en/

在每年世界肝炎日期间发送邮件或发放纸质海报。
此海报为呼应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八大健康日而
制作的系列海报之一。

我们的健康安全保障环境部门(HSSE)负责制作海
报，并通过相关渠道电邮员工。海报为PDF形式，以
供员工便捷打印。

折页

通过邮件发送，或由办公室安全人员或HSSE部
门在茶水间、阅读区和接待区等区域摆放纸质
材料。

公司已发展了以下沟通渠道或平台，以便员工
对乙肝或其他健康议题进行反馈：

电子海报

“中国翡翠丝带项目”亮点回顾
碧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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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特异使命中的两个“共同价值观”包括爱护自己的环境和社区，鼓励工作上以及工作以外的健康和安全。我们珍视
每位固特异轮胎员工的健康和平等就业权利。

固特异致力于在所有办公场所及设施营造零乙肝歧视工作环境，并获得了员工的积极反馈。活动包括：

• 在年度体检中强调自愿性的乙肝检测；
• 与公司医务室和公关部门合作开发员工教育项目，向总部和其他部门发放宣传册，鼓励员工了解乙肝基础知识；
• 利用内部传播渠道（电视）和网络社交平台（微信）宣传乙肝健康知识。

十分感谢公司和我们分享这些知识，让我们纠正了
一些对乙肝的错误认识。我们不应因乙肝而歧视我
们的同事和朋友。

“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这是我们加入中国翡翠丝带
项目后的真实感受。今后我们会继续发展这个员工健
康项目，希望Global Business Group on Health将来
能够提供更多支持！

员工在医务室阅读宣传册

上海办公室员工阅读宣传册

广州办公室员工阅读宣传册

普兰店员工阅读宣传手册

固特异员工

固特异人力资源
部门人员

“中国翡翠丝带项目”亮点回顾
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

5



作为中国知名高端健康险服务企业，MSH CHINA为超过1,000家大型企业和数万名高端会员提供健康保险服务，加
入“中国翡翠丝带项目”后，通过微信平台向近万名关注者推送乙肝防治知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翡翠丝带项目”亮点回顾
万欣和

The WeChat messages were s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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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ell China关怀员工健康，坚信健康身心对个人及公司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严格遵守法规，保障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为了响应中国翡翠丝带项目的呼吁，营造零乙肝歧视的工作环境，我们采
取了以下措施：

• 在年度员工体检中提供自愿性的乙肝检测项目，由公司承担相关检测费用，检测报告仅限受检员工本人拆阅；
• 为尚未接种疫苗的员工提供自愿性的乙肝疫苗接种，由公司承担相关费用；
• 致力于提高员工对乙肝疾病的认知，消除对乙肝的误解与歧视。

举办专家线上座谈。

在接待区播放明星
公益视频。

在世界肝炎日（7月
28日）向所有1900
名员工发送邮件，宣
传乙肝疾病与预防
知识。

鼓励员工参与乙肝知识
小测试。参与者皆可获得
翡翠色纪念品一份。在
2015年世界肝炎日，约
20%的员工参与了知识
小测试活动，正确率高达
85%。

充分利用亚裔肝脏中心
提供的教育资料，包括漫
画、海报、乙肝防治手册、

《了解乙肝》和《乙肝与
准妈妈》折页。

通过公司的微信和邮件
平台发送这些资料，帮助
员工了解乙肝疾病和防
治知识。

“中国翡翠丝带项目”亮点回顾
美满电子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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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以来，希捷一直致力于乙肝防治教育，采取了以下措施：

• 在主通道及入口处摆放宣传海报；
• 在医务室、餐厅和大厅发放400份宣传手册；
• 在餐厅和主通道处播放教育视频；
• 邀请职业医师开展健康讲座，超过160人参加；
• 通过微信平台发布乙肝健康资讯。

“中国翡翠丝带项目”亮点回顾
希捷

能不能和乙肝感染者一起吃饭？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 近期，关于能不能和乙肝感
染者一起吃饭的话题盛传，众说纷纭。 今天小编带
你扒扒乙肝传染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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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营造零歧视的工作场所

我们需要了解的中国乙肝歧视情况？
	 • 由于许多人误认为乙肝可通过共饮共餐和共用餐具等日常接触传播，慢性乙肝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  
  受歧视，其中包括就业、学习、交友、婚恋，甚至在家庭内部也会发生。
	 • 基于歧视的严重状况，2010年中国政府禁止在入学和就业体检中检测乙肝项目。尽管检测已被明令禁止，现  
  实中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

我们如何营造零歧视工作环境？
	 • 为所有员工提供常规的乙肝教育：使新员工了解乙肝，推动管理层以身作则；促使慢性乙肝感染者认识到健  
  康管理的重要性；消除长久以来的乙肝误解与歧视。
	 • 将乙肝与其他有关消除歧视的公司或人力资源政策进行整合，例如涉及妇女、残障人士、艾滋病毒携带者或  
  员工多元化方面的规定。

我们公司的乙肝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
	 • 制定乙肝政策是营造零乙肝歧视工作环境的重要一步。
	 • 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需求和组织文化，因此他们的乙肝政策也不尽相同。
	 • 尽管如此，各企业在制定综合性的乙肝政策时都可参考以下的一些要点和规定。乙肝政策既可成为一套独  
  立的政策，也可以纳入公司整体的安全、健康、反歧视或多元化政策，用以保障员工之间的平等。

 关于乙肝政策制定的一些建议：

 ✓ 由公司提供的乙肝检测应具有自愿和保密性，确保其符合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联  
  合颁布的通知。该通知禁止就业体检中的乙肝检测项目。具体内容请见“资源一览”部分。
  ✓ 确保公司雇佣、晋升、转岗、辞退等政策不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
 ✓ 开展员工教育，提升对乙肝疾病与预防的认知。
 ✓ 向管理层提供正确处理工作场所乙肝歧视的指南。
  ✓ 为管理层和全体员工设立一套关于乙肝的行为和沟通准则。
 ✓ 告知全体员工获取帮助和更多信息的途径。
  ✓ 由相关委员会或部门实施和管理乙肝相关政策和项目。

 第四部分：每位雇主需要了解的乙肝知识

乙肝是什么？中国乙肝现状如何？
 • 目前中国有近1亿的慢性乙肝感染者。近80%的肝癌是由乙肝导致的。
	 • 乙肝感染者在工作场所、学校和社区中经常受到歧视。
	 • 中国每年有超过30万人死于由乙肝引起的肝脏疾病和肝癌。
	 • 中国大多数乙肝感染者是在出生时通过母婴传播途径感染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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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 乙肝病毒只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传播：
  母婴传播 ：慢性乙肝妈妈在分娩过程中将病毒传给宝宝。
  血液传播 ：通过与感染血液的直接接触传播。例如，不安全的输血或注射、伤口接触或沾有感染血液的剃
         须刀。
  性传播     ： 通过与乙肝感染者的无保护性行为传播。
	 • 握手、拥抱与亲吻等日常接触不传染乙肝病毒。
	 • 共饮共食或共用餐具不传染乙肝病毒。   

 
 第五部分：检测和疫苗接种

哪些人需要检测？
 • 所有员工都应知晓自身乙肝健康状况。例如，在公司提供的年度体检中，员工进行自愿性的乙肝检测；员工也 
  可以前往自己选定的医院进行乙肝检测。

在中国向员工提供乙肝检测是否合法？
	 • 是的。在员工入职后，为其提供非强制性的、保密的检测是合法的。例如，可以在年度体检中提供有关检测 
  项目。
	 • 除政府允许的极少数特殊（医疗）职业外，在入职或在职时强制要求员工进行乙肝检测是违法的。
	 • 基于保密的需要，公司一般无法报销员工的乙肝检测费用，除非该公司所提供的保险服务包含治疗过程发生 
  的检测费用，或包含弹性支持项目，可以二次报销个人自付的检测费用。

在中国雇主是否向员工提供自愿性的乙肝检测？
	 • 为了促进员工健康，一些公司已在年度体检方案中纳入自愿性的乙肝检测，并为员工提供便利进行检测。鼓  
  励员工了解自己的乙肝健康状况。 
	 • 如果贵公司已提供或拟提供此项服务，您可以考虑：
   1) 与体检服务商确认备有自愿检测的知情同意书，确保员工在决定接受检测前已审阅知情同意书。
   2) 与体检服务商共同审核知情同意书。该知情同意书应当告知受检者，检测是非强制性的，检测结果仅 
    限本人拆阅，而且检测报告不会以任何形式与公司分享。
	 • 在您通知员工进行公司提供的年度体检时，可以考虑在体检前提醒员工签署同意书，确保他们自愿进行检  
  测。这样做有助于防止检测可能引起的误解，并突出检测的自愿性、保密性。

在工作场所内进行自愿、保密的乙肝检测是否合法？
	 • 在中国，在工作场所内进行自愿性的乙肝检测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公司有意进行乙肝检测，其医务条件必须 
  符合政府有关医疗机构/设施的法规和标准。
	 • 获取相关资质的程序相当复杂，因此目前大部分雇主不采取此项办法。
	 • 目前，比较常用且安全方便的方式是鼓励员工前往医疗机构进行自愿、保密的乙肝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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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乙肝的员工应该如何做？
	 • 慢性乙肝感染者需定期进行肝脏损伤检查及肝癌筛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治疗。
	 • 所有准妈妈需在宝宝出生后为他们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在“资源一览”部分，我们提供了《乙肝与准妈妈》知  
  识手册，其中包含了慢性乙肝妈妈和准妈妈需要了解的重要护理与预防知识。
	 • 慢性乙肝感染者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和性伴侣需做乙肝检测。如果他们未曾感染乙肝或者对乙肝  
  无免疫力，需要尽快接种疫苗。
	 • 推荐的医疗服务详见附录。

哪些人需要接种疫苗？
	 • 所有未接种过乙肝疫苗者和未曾感染者都应接种乙肝疫苗。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有关数据，中国40%的成年  
  人对乙肝无免疫力。
	 • 95%的人在6个月内接种全程三针乙肝疫苗后，可获得长期免疫。

在中国雇主是否提供乙肝疫苗接种？
 • 一些公司为自愿前往门诊接种疫苗的员工全额报销一定数额以内的接种费用。
	 • 上门接种需获得政府批准，并由具备相关资质的接种单位实施。由于行政程序相当复杂，目前未有公司采用  
  此方法。

如果公司未能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员工可以去哪里接种疫苗？
	 • 成年人可以前往具备接种资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院接种乙肝疫苗。不同地区的疫苗接种费用会有所  
  差异。
	 • 需要接种疫苗的员工也可以拨打公共卫生热线12320，了解就近的预防接种机构。

乙肝疫苗安全吗？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乙肝疫苗具有卓著纪录。自1982年以来，全世界共接种了10多  
  亿剂乙肝疫苗。
	 • 在许多曾有8%-15%的儿童转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国家，通过接种疫苗，接种过疫苗的儿童中慢性感  
  染率现已降至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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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资源一览

教育视频
点击北京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
	 • 姚晨公益视频，呼吁为新生儿接种疫苗，远离乙肝。
	 • 海清公益视频，呼吁公众提高乙肝认知，消除歧视。
	 • 黄磊、周冬雨微电影《十分之一的幸福》，讲述了一个在工作场所遭遇歧视的乙肝患者故事。呼吁公众提高对  
  乙肝的认知，消除对乙肝的误解。
	 • 抗抗动画，宣传乙肝常识。

在线知识手册、海报及指南
点击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

 了解乙肝
	 • 关于乙肝风险、传播途径、预防以及慢性感染者保健的知识三折页。
	 • 含有中文、英文和其他语言版本。

 乙肝与准妈妈
	 • 帮助妈妈和准妈妈们了解如何阻断母婴传播的知识三折页。
	 • 含有中文、英文和其他语言版本。

 乙型肝炎防治医生手册
	 • 针对医护人员的关于乙肝和肝癌的发生、传播途径、检测、预防和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与指南。
	 • 含有中文与英文版本。

 海报
	 • 可与北京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联系获取：jadeinchina@163.com

培训课程
点击“了解乙肝”循证培训教程

“了解乙肝”循证培训课程
	 • 关于乙肝的在线视频培训课程，含有乙肝知识小测试，包括风险、传播、预防和相关规定等。

12

http://www.joinjade.cn/
http://med.stanford.edu/yucorps/resources/
http://knowhbv.org/knowhbv.org.html


常用链接

公共卫生热线
北京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的通知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
Global Business Group on Health

就业乙肝检测法规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407/t20140717_136568.htm
http://www.moh.gov.cn/mohyzs/s3577/201212/5244dbd13f154e31937b3e0e05f1694e.shtml
http://www.moh.gov.cn/mohzcfgs/s7846/201102/50619.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3577/201102/50664.shtml
http://www.mohrss.gov.cn/jycjs/JYCJSzhengcewenjian/201002/t20100211_86546.html
http://www.moe.gov.cn/s78/A01/s7048/201005/t20100513_171912.html
http://www.moh.gov.cn/jkj/s3581/201002/f38a2f653d0b470c9065c050c9999f95.shtml

2015慢性乙肝防治指南
http://www.heporg.com/a/zngs/2016/0510/1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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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自愿咨询和检测（VCT） 一次性的乙肝表面抗原和乙肝表面抗体的检查，检测
是否感染及是否具有乙肝免疫力；在测试之前及测试
之后均提供咨询服务（该咨询应该在检测之前或之后
的一个月内提供）

为无乙肝免疫力的人群接种疫苗 为有意愿的员工及其家属接种乙肝疫苗。

咨询医生和血液检测 对被诊断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慢性乙肝感染指标）
的员工及其家属提供医疗监测。就诊频率一般为每年
两次（最多6次）。

抗病毒药物治疗 根据用药指导处方，用于抑制乙肝病毒复制或减少肝
脏损伤的替诺福韦或恩替卡韦一类药物，以提高就诊
者的生存率与生活质量。

肝癌筛查 慢性乙肝感染（或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人患肝癌的
风险更大。尽早进行常规肝癌筛查可以改善治疗结
果，提高长期存活率。
包括每年两次的α－甲胎蛋白水平检测和每年一次超
声检测（一年最多两次）必要的肝癌诊断／筛查。

甲肝疫苗接种 为避免甲肝感染带来进一步的肝脏损伤，接种甲肝疫
苗。甲肝是一种中国及亚洲区域常见的粪口途径传播
的传染疾病，故鼓励所有员工及其家属接种甲肝疫
苗。

母婴传播阻断与婴儿免疫效果检测 怀孕员工或其配偶进行乙肝表面抗原、表面抗体的产
前筛查。新生儿出生12小时内需接种第一针乙肝疫
苗，其中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妈妈所生新生儿还需注射
乙肝免疫球蛋白，阻断母婴传播；完成全程乙肝疫苗
接种；以及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母亲所生的新生儿，在
9-15月龄时进行乙肝血液测试，以判断是否获得乙肝
免疫力。

住院治疗 治疗慢性乙肝感染并发症必要的住院治疗，包括肝硬
化、肝癌的手术或非手术治疗和晚期肝病（包括肝移
植）的治疗。

附录
政府和/或公司支持的乙肝医疗服务推荐



联系方式

北京大学斯坦福亚裔肝脏中心
张建敏，项目经理
邮箱: jadeinchina@163.com
网址: JoinJade.cn
电话: +86 (10) 62752198

Asian Liver Cent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Mie-Na Srein, Outreach & Corporate Coordinator
邮箱: mienas@stanford.edu
网址: YuCorps.org
电话: 650.736.8608

Global Business Group on Health
Jayne Lux, Vice President
邮箱: lux@businessgrouphealth.org
网址: www.businessgrouphealth.org/global
电话: 202.558.3018

JOINJADE是一个全球性的倡议，
致力于支持世界范围内受到慢性乙肝影响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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