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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切实做好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0〕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劳动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

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切实做好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

利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领会《通知》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医学研究证明，乙肝病毒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日常工作、学习

或生活接触不会导致乙肝病毒传播。解决好乙肝病毒携带者入学、就业受限制问

题，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要求，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推动社会公平就业。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通

知》和三部门政策解读稿（附后），深刻领会《通知》精神，全面掌握《通知》要

求，充分认识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权利的重要意义。要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工作责任制，确保把《通知》要求落到实处。各服务窗口

单位要组织开展专门培训，准确了解《通知》内容、要求和意义，以便全面做好相

关服务工作。 

    二、把握重点，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一）抓紧做好政策清理工作。各地要按照《通知》要求，抓紧开展有关政策清

理工作，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文件的废止或修订，并依据职责，积极配合做好地

方行政性法规清理工作。 

    （二）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各地要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

中用人单位招工（聘）活动的日常监管，指导用人单位全面落实《通知》各项要

求。要在正在开展的清理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中，把禁止用人单位进行乙肝

项目检测作为重要内容。要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及操作手册开展相关体检工作。要指导和督促事业单位在公开招聘体检中按

要求取消相关乙肝项目检测。要进一步规范“三支一扶”等基层就业项目选拔体检项

目，按要求取消乙肝项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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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对技工院校的指导和监管。各地要面向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开展政策

宣传，将《通知》要求传达到每一所学校。督促技工院校在入学体检中取消乙肝项

目检测，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学权利。指导学校根据需要在入学体检中开展

转氨酶检测，如果受检者转氨酶正常，不得进行乙肝项目检测；如果转氨酶异常，

可进一步明确诊断。对违规进行乙肝项目检测的，要及时制止、纠正，给予通报批

评，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 

    （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工作。各地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

督促其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要认真受理相关投诉和举报；对违反规定的，要严

格依法查处。调解仲裁部门要对因涉及乙肝歧视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依法进行调

处。 

    （五）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结合实际，设立

并公布专门投诉、举报电话，或利用现有 12333 劳动保障咨询热线，增设相关接收

投诉、举报的功能。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确保电话接线员掌握相关政策规定。 

    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积极做好宣传引导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指定相关

负责人牵头，相关处室负专责，系统内各单位相互配合，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

责任。要加强与教育、卫生部门的联系和协调，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推进

《通知》的落实。要依托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等服务窗口和社区

基层平台等组织开展宣传，采取送政策上门等方式，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全面、准

确了解政策规定。要密切跟踪舆情，收集社会上的各种反映，必要时采取措施加以

引导，重大情况及时向我部汇报。各地要按要求组织开展《通知》落实情况专项检

查，并将检查结果在 10 月底前报我部就业促进司。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政策解读及热点答疑》 

    附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政策解读及热点答疑 

    一、政策解读类 

    1、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 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

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的主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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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近年来，国家对保障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权利问题高度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及有关法规、规章都作出了相关规定。2007 年原劳动保障

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用人

单位在招、用工过程中，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规定禁止从事的工作外，

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乙肝病毒携带者入学、就业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目前仍有不少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在入学、就业体检时违规进行乙肝病毒

血清学项目检查，并把检查结果作为入学、录用的条件；部分地区对相关政策规定

贯彻落实不到位，对违规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造成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

入学和就业受限制的现象还时有发生，社会反映强烈。 

    对此，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分析原

因、明确政策、抓好落实。按照国务院领导要求，从去年 11 月起，国务院法制办

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开展相关政策措施研究。整个研

究过程遵循“公开、民主、科学”的原则，一方面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了解国际上通

行的做法，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意见，从传染病防治角度对取消乙肝

项目检测的可行性进行反复深入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听取并积

极吸纳社会各界意见，从而保证政策措施的科学、严谨和有效。 

    2、这次文件与 2007 年原劳动保障部和卫生部下发的文件相比有哪些新的要求和

规定？ 

    答：这次文件是对 2007 年文件的完善和强化，重点是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

检项目，明确用人单位、教育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的责任，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加

强执法检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与 2007 年文件相比，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特点： 

    （1） 权益维护范围更广。2007 年文件着重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

利；这次文件强调维护入学和就业两方面的权利。 

    （2） 禁查项目更加全面。2007 年文件要求在就业体检中不得强行检查乙肝病毒

血清学指标；这次文件明确要求在入学、就业体检中不得进行任何涉及乙肝病毒感

染标志物的检查，包括乙肝五项和 HBV-DNA 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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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殊职业更加明确。目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中没有禁止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的工作，这次文件规定确需检查的职业，一是强

调特殊，可能只有极个别职业；二是强调严格申请审核程序，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向

卫生部提出研究报告和书面申请，经卫生部核准后方可开展相关检测；三是强调公

开监督，经核准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不得从事的职业，由卫生部向社会公布。只

要工作到位，不会出现变相检查，影响政策效果。 

    （4） 监督检查力度更大。一是对机构的监督检查方面，这次文件要求相关主管

部门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教育机构、用人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对违反规定的，

要依法查处；二是对工作人员的管理方面，这次文件也明确规定对违反规定的相关

负责人或责任人也要予以相应处罚；三是发挥社会监督职能，这次文件要求各相关

部门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受理社会上的投诉和举报。 

    3、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检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取消乙肝五项检

查后，学校和用人单位如何筛查乙肝病人？ 

    答:乙肝病毒不会通过共同学习和工作接触造成传播。以往有些单位在入学和就

业体检项目中检测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对阳性者限制其入学、就业，这侵害了他

们的合法权益。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对乙肝病毒传播特点

的认识逐步深入，关于一般接触不会造成乙肝传播的知识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因

此，从进一步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出发，取消入学和就业体检

中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的检测，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入学、就业权利，维持社会的稳

定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由于乙肝病人与其他肝炎病人一样，其血清转氨酶异常，在入学、就业体检项目

中有血清转氨酶检测，因此不会漏检乙肝病人。对于临床上确诊的乙肝病人，应积

极配合治疗。 

    4、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通知》的贯彻落实？ 

    答：下一步将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推动《通知》的贯彻落实。一是开展宣传，

利用各种媒体和地方各级工作平台，开展乙肝防治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引

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乙肝。二是抓紧清理、修订现行有关规定，国务院有关部

门将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用）》以及招生体检工作相关规定等进行修订，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对现将有关政策

进行清理，尽快废止或修订与《通知》规定不一致的文件。三是实施日常监管，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部门将对用人单位、教育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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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日常监管，督促其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依法查处。同时设立

投诉、举报电话，受理投诉和举报。四是结合有关政策专项督查和市场清理整顿等

专项行动，推动政策贯彻落实。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将禁止用人单位开

展相关检测作为 2010 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

了部署。五是开展专项检查，按照《通知》要求，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

卫生部门将适时联合开展专项检查。 

    二、网民关注热点问题 

    5、乙肝病毒传播途径是什么？医学上筛查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答：乙肝病毒传播途径包括: 

    （1）经血传播：经血传播主要包括经血液和血制品、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

器械、注射器、介入性诊疗操作和手术，以及静脉注射滥用毒品等；其他如修足、

纹身、扎耳环孔、医务人员工作中的意外暴露、共用剃须 和牙刷传播，以及破损

的皮肤和黏膜传播均归类为血液传播途径。WHO 资料显示，通过血液传播乙肝病

毒的证据是确凿的。 

    （2）母婴传播：母婴传播是乙肝病毒重要的传播途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

约有 30%-50%是通过母婴传播获得的。母婴传播可分为宫内传播（较为罕见，多

数研究表明<2%）、产程传播和产后感染。母婴传播率主要取决于母亲血液中是否

存在 HBeAg。我国 1979 年、1992 年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均显示我国大部分的感染者

是由于母婴感染所致，这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乙肝高流行地

区感染模式一致。 

    （3）性传播：乙肝感染者的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中均可检出乙肝病毒，在密切的

性接触时，这些体液可透过破损的粘膜而引起感染。美国纽约的男同性恋者乙肝病

毒感染率比对照组高 13 倍，感染率与性接触对象数目成正比。对乙肝病毒慢性感

染者的配偶进行追踪分析，在婚后的第 1、3、5 年检测，受访的 100 名配偶乙肝表

面抗原检出率分别为 20％、31％和 42％。对 200 名多个性伙伴的女性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和乙肝病毒感染标志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乙肝病毒感染率达 5515%，证

明乙肝病毒可通过性接触传播。 

    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一办公室工作 (包括共用计算机等办公用品)、握手、

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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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上筛查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采集受检者的静脉血，使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SIA）或其他酶免疫分析法检测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也可开展

HBV-DNA 检测筛查。 

    6、乙肝病人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有什么区别？乙肝病人能否上学和就业？ 

    答：乙肝病人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检测乙肝表面抗原都为阳性，但两者的区别

就是前者有临床症状和体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转氨酶，ALT)异常，而后者转氨

酶正常，没有临床症状和体征。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不是乙肝病人，肝功能正常，

身体无临床症状、不会因共同的生活接触、共同学习、工作等对周围人群造成传

播。因此，取消入学和就业体检中乙肝感染标志物检测不会造成乙肝的传播和流

行。从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出发，乙肝病人应积极配合治疗，等临

床症状消失、转氨酶恢复正常后可继续学习、工作。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被检查出患有乙肝的，用人单位在规定的医

疗期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且医疗期满后，如不能从事原工作，用人单位有责任为

其另行安排工作。 

    7、公开征求意见有关情况 

    答：1 月 21-27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通过三部门网站将

《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设立专门电子邮箱收集网民意见。征

求意见稿上网公布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包括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本人及其亲

属、非携带者纷纷发表各自意见和看法。征求意见期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和卫生部共收到社会各界发来的电子邮件约 1.7 万封（其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收到近 7000 封，教育部收到约 5000 封，卫生部收到 5000 多封），排除同一网

民重发的内容相同的邮件外，实收有效邮件约 1.3 万封。从网民的反映来看，99%

以上明确表示支持相关政策的出台，部分网民还积极献计献策，就限制 HVB-DNA

检测、特殊职业界定、保护医学和健康体检中受检者隐私、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对

乙肝虚假广告打击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对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

同卫生部、教育部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将反映集中、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吸纳到《通知》稿中。 

    这次《通知》的出台，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凝聚了社会各界的聪

明智慧。在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向参与《通知》公开征求意

见活动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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