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

学生参加保险注意事项
上海市城镇居民医保

少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
住院期间相关政策规定的医疗
费，要求是在浦东新区的医院
就诊或者是初次就诊在浦东新
区的医院，因疾病需要转院到
其他区县

太平洋意外保险

用途

门急诊相关政策规定的医疗费

意外伤害就医费按相关规定理
赔，要求是在区级以上医院就
诊

参加条
件及需
要提供
的材料

1、上海户籍
所有在校学生
2、外省市及港澳台人才引进类
居住证（CW9 开头）：户口
簿复印件；
《上海市居住证》
家长的主证页和学生本人页
以及办理通知书的复印件；
3、外籍人才引进类居住证（B
类）
：交居住证复印件，居住
证上有一个大写的“B”
。
4．新《上海市居住证》且达到
标准积分人员的子女（积分
120 分以上的并收到了《积
分通知书》
）

所有在校学生

参保金
额

90 元

80 元

80 元

保险办
理时间
及注意
事项

11 月中旬，学校将家长同意书
发布在学校网站校报上，请家
长配合认真填写回执单，并在
规定时间内将参保费和回执单
以及相关材料交给班主任。

9 月开学初，学校将家长同意
书发布在学校网站校报上，请
家长配合认真填写回执单，在
规定时间内将参保费和回执单
以及相关材料交给班主任。

9 月开学初，学校将家长同意
书发布在学校网站校报上，请
家长配合认真填写回执单，在
规定时间内将参保费和回执单
以及相关材料交给班主任。

使用发
法

1、 新参保人员，没有《社会
保障卡（学籍卡）
》的，可
去就近的街道（镇）医保
事务服务点或区县医保中
心申领《医疗保险卡》和
《门急诊就医记录册》
；
2、 原来有《社会保障卡》的
新参保人员继续使用原
卡。

保险办理完毕后，会发放年度
《医疗证》
，如果有发生住院的
情况，办理入院手续时凭此证
到校医务室开具三联单。

因意外伤害而去医院就诊需理
赔者，将以下材料交至校医务
室，统一寄往保险公司办理。
1、 此 次 就 诊 病 历 记 录 复 印
件；收据原件；
2、 户口本首页（户主是父母
亲的）及本人页复印件；
3、 父亲或母亲的身份证正反
面复印件；
4、 到校医务室填写《委托授
权书》

保险有
效期

按照往年的时间是本年度 1 月
1 日至次年 12 月 31 日

按照往年时间是本年度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

按照往年时间是本年度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

相关咨
询电话

上 海 市 人力 资源 和 社会保 障
局，医保咨询热线 962218
校医务室：58869990-210

上海市浦东新区少儿住院办：
50342784
校医务室：58869990-210

太平洋保险公司：66779900
校医务室：58869990-210

附件二：

Vaccination schedule in China 中国疫苗接种计划
Year 日期

Vaccination 疫苗

booster times 接种

Infectious disease 流行病

At birth 出生

Hepatitis B 乙肝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Hepatitis B 乙肝

BCG 卡介苗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Tuberculosis 结核病

1 month 一个月

Hepatitis B 乙肝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

Hepatitis B 乙肝

2 month 二个月

Polio 脊髓灰质炎活疫苗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Poliomyelitis 小儿麻痹症

3 month 三个月

Polio 脊髓灰质炎活疫苗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

Poliomyelitis 小儿麻痹症

DTP 百白破混合制剂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Polio 脊髓灰质炎活疫苗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

DTP 百白破混合制剂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

5 month 五个月

DTP 百白破混合制剂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

6 month 六个月

Hepatitis B 乙肝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

Hepatitis B 乙肝

Meningitis 流脑疫苗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Meningitis 流脑

8 month 八个月

Measles 麻疹疫苗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Measles 麻疹

9 month 九个月

Meningitis 流脑疫苗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

Meningitis 流脑

4 month 四个月

12 month12 个月
18 month18 个月

J Encephalitis
乙脑疫苗
Hepatitis A 甲肝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DTP 百白破混合制剂

The fourth time 第四次

MMR
麻腮风疫苗
2 year 两岁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J Encephalitis
乙脑疫苗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

Diphtheria, Pertussis, Tetanus
百日咳 白喉 破伤风
Poliomyelitis 小儿麻痹症
Diphtheria, Pertussis, Tetanus
百日咳 白喉 破伤风
Diphtheria, Pertussis, Tetanus
百日咳 白喉 破伤风

Japanese encephalitis
流行性乙型脑炎
Hepatitis A 甲肝
Diphtheria, Pertussis, Tetanus
百日咳 白喉 破伤风
Measles, Mumps, Rubella
麻疹 风疹 流行性腮腺炎
Japanese encephalitis
流行性乙型脑炎

Hepatitis A 甲肝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

Hepatitis A 甲肝

3 year 三岁

Meningitis 流脑疫苗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

Meningitis 流脑

4 year 四岁

Polio 脊髓灰质炎活疫苗

The fourth time 第四次

Poliomyelitis 小儿麻痹症

6 year 六岁

DTP 百白破混合制剂

The fifth time 第五次

MMR 麻腮风疫苗

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

J Encephalitis
乙脑疫苗

The third time 第三次

Diphtheria, Pertussis, Tetanus
百白破混合制剂
Measles, Mumps, Rubella
麻疹 风疹 流行性腮腺炎
Japanese encephalitis
流行性乙型脑炎

附件三：

学 校 紧 急 事 件 通 报 处 理 流 程
The School Emergency Processing Procedures

状 况 发 生
Emergency Occurring
目击者立即处置并求救
（ Eyewitness handling the emergency
immediately while seeking help）
接到通知校医准备应急处理
School Nurse Dealing with the Emergency

校医应急处理后需送院治疗的即送指定医院
Sending the students to the hospital designated

报告校长室
Reporting to the
principals

通知班主任及家长
Informing the homeroom
teachers and parents

了解伤情，随时与校领导沟通，安抚家长并将学生交付家长照顾
Communicating between the hospital, the school and the parents.
Handling the students to the parents.

学校做好事故分析，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时采取措施
The school analyzing the emergency and taking further measures.

填写伤病记录单并存档记录，跟踪就医状况，协助学生保险的申请
The nurse filling students’ medical records, find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the students and helping insurance claiming

加强安全教育工作
Taking further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and safety in the school

附件四：

传

染

病 处 理

流

程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Infectious Disease

立即隔离学生，让学生离开班级，
到观察室进行隔离。
Isolating the student immediately;
Letting students to leave the class
and bringing them to the
observation room.

根据病种进行各环节，各
场所的终末消毒
School will do disinfection.

报告校长
Reporting to
the
principal

对该班级做好相应检疫期工作，检疫期内做到不串班，不收新生，
不搞大型活动
In the class, school will do disinfection. During the class disinfection,
we will not change the class, receive the new students and hold the
large- scale activity.

食 堂 对 检 疫 班 级 的 餐 具 分 开 清 洗，消 毒
The dining room will separate the dishes of the disinfection class.

学 生 返 校 凭 医 院 出 具 证 明
Returning to school,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certificate from
hospital.

向周家渡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回报
58839267—8520
Reporting to the
zhoujiadu clinic
58839267—8520

附件五：

常见传染病隔离期和注意事项
病种

隔离期

注意事项

猩红热

服用抗生素后 7-10 天

用抗生素治疗

甲型病毒性肝炎

自发病之日起 3 周

注意个人卫生

乙型病毒性肝炎

急性至 HBsAg 阴转

注意个人卫生

戊型病毒性肝炎

自发病之日起 3 周

注意个人卫生

腹泻/呕吐

停止腹泻或呕吐后 48 小时

补充水分

麻疹

出诊后 5 天；并发肺炎至疹后 定期注射麻疹疫苗
10 天

流行性腮腺炎

至腮腺肿大完全消失或发病 定期注射腮腺炎疫苗
后 10 天

风疹

出诊后 5 天

定期注射风疹疫苗

流行性感冒

热退后 2 天

定期注射季节性流感疫苗

手足口病

自发病期两周

兄弟姐妹无症状需隔离一周

水痘

至全部水痘疱疹结痂，痂皮干 通常出水疱后 7-10 天可结痂
燥

一旦学生确诊为传染病，返校时学生必须将医生出示的返校证明给医务
室，由校医确认后方可进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