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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C07

●补贴标准：2021年广东省总工会

“求学圆梦行动”职工学历提升补贴，将

于12月1日10:00开始申请，名额有限，

每人补贴1000元。

HPV疫苗，越早打越好？

职工学历提升补贴、就业创业补贴……

最高10000元！这些补贴你领了吗？

扫
码
了
解
详
情

《方案》解读指出，广东省适龄女

生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免费接种

工作的目标在于，提升目标人群宫颈

癌疾病防控意识，提高广东省女性健

康水平，降低宫颈癌患病率。逐步实

现到2030年90%的15岁以下女生完

成HPV预防性疫苗全程免疫。

自2022年9月起，对具有广东省

学籍、9月起新进入初中一年级未接种

过HPV疫苗的14周岁以下女生，按

照知情、自愿和免费的原则，实施

HPV疫苗接种。当年因特殊原因未

能及时接种的初一女生，由所在学校

统计后纳入次年接种名单，15周岁前

完成两剂次接种。

项目使用疫苗为国产双价HPV

疫苗，各市委托省疾控中心采购谈判

后与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将

疫苗逐级分发各辖区接种点。

《方案》解读对接种时间、地点进

行了明确，即每年9~11月实施接种，

具体接种时间由各县区卫生健康部门

与教育部门商定，接种地点为县区级

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接种单

位。

三种 HPV 疫苗在我国内地的

适种人群各不相同，大家要注意：

二价HPV疫苗：9～45周岁女性。

即满9周岁可以开始接种第一剂；满46

周岁后不再接种。

四价HPV疫苗：9～45周岁女性。

即满9周岁可以开始接种第一剂；满46

周岁后不再接种。

九价HPV疫苗：16～26周岁女性。

即满16周岁可以开始接种第一剂；满27

周岁后不能再接种。

11月15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举

行广东省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新闻发布

会，宣布自2022年9月起，广东启动全

省适龄女生免费HPV疫苗接种工作。

11月16日，广东省卫健委发布《广

东省适龄女生人乳头瘤病毒（HPV）疫

苗免费接种工作方案（2022—2024

年）》（以下简称《方案》）解读，明确实施

时间、范围等具体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能打上HPV免

费疫苗？到哪里接种？此外，什么是

HPV疫苗？HPV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HPV疫苗越早打越好？下面一起了解。

著名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之前刊

登了一篇关于 HPV 疫苗的最新数据研

究。 科学家证明：越早接种，效果越好。

“早“可能比价“高”更有价值。

99.7％的宫颈癌都源于HPV（人乳

头瘤病毒）感染，并主要由12个高危型

HPV（HPV 16、HPV 18等等）持续感染

所致。HPV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具有

正常性行为的女性一生中感染至少一种

型别HPV的概率高达80%。如果肌体

已经感染了病毒，此时再接种的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因此WHO将9～14岁未

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列为最佳接种人群。

在中国人群中，84.5%的宫颈癌是

由HPV16和HPV18这两种高危型引

起的。而根据2017年WHO的文件，二

价、四价和九价 HPV 疫苗在预防

HPV16/18型相关的宫颈癌方面，具有

相当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效力。

国内妇科权威专家呼吁，从对宫颈

癌的预防效果上来说，二价和四价的疫

苗几乎没有区别。对于目标接种人群，

应当在有接种条件的情况下尽早接种，

不要因为等待错过了最佳接种时间。

1HPV通过性接触在人群中传

播。只要开始性生活，一生中被

HPV感染的概率非常高。但随着自

身免疫力增强，病毒可以自行清

除。因为病毒感染有自限性，发病

后即使不治疗也会逐渐好转，慢慢

自愈。

不过，如果机体状态不好（免疫能

力下降）、环境适宜（多个性伴侣、不洁

性生活），就会长期持续感染，最终导

致宫颈病变，甚至发生宫颈癌。

2 不只是性接触，密切接触和间接

接触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比如直接

的皮肤接触、接触感染者的衣物、生活

用品、用具等。

3 婴幼儿HPV（喉乳头瘤病）和儿

童的HPV，可能是分娩过程中胎儿经

过感染HPV的产道或在出生后与母亲

密切接触而感染的。不过，这种情况的

发生概率较低。

HPV是人类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的简称。该病毒主

要寄存在人体的皮肤或者黏膜上。

这个病毒家族一共有150~200多

种亚型，其中研究最多的40多个病

毒亚型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性行为传

染。家族中的成员分为高风险型和

低风险型。比如6和11亚型属于低

风险亚型，超过90%的尖锐湿疣由这

两个亚型引起。而一些高风险亚型

已被证实为是某些癌症的病因。

HPV疫苗是可以阻止人乳头瘤病

毒，预防宫颈癌的疫苗。目前HPV疫

苗包括二价疫苗、四价疫苗、九价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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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11月
实施接种

什么是HPV疫苗？

HPV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HPV疫苗，越早打越好？

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哪种好？

从已有认知推断，接种

HPV疫苗和新冠疫苗不会影

响免疫效果。但是发生疑似

不良反应需要鉴别，建议接种

新冠疫苗和HPV疫苗至少要

间隔2周。

条件如果都符合，要怎么选择？

如果只担心自己会得宫颈

癌，二价HPV疫苗更实惠。

如 果除了宫颈癌还想

预防生殖器疣且经济条件

可承受，可选择四价HPV疫

苗。

如果追求最全的保护效

果，可选择九价HPV疫苗。

哪些人群不适宜接种HPV疫苗？

1 发烧感冒的人群。避

免发烧、感冒、体质虚弱或急

性感染时期接种。

2 易过敏人群。对HPV

疫苗中任一成分严重过敏的

人群。

接种疫苗后要注意什么？
1 接种期间若出现轻微

不适，如接种部位疼痛、红斑、

肿胀或是轻微的发热、头痛

等，无需处理，可自行缓解，若

症状严重则尽快到医院就诊。

2 接种期间意外怀孕无

需终止妊娠，分娩后再将剩余

剂次完成。

3 因哺乳期并不是接种

HPV疫苗的禁忌症，所以妊娠

一结束即可接种HPV疫苗，

从现有数据看，哺乳期接种

HPV疫苗对母亲和婴儿都是

安全的。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刘浩华

来源/广东省卫健委官网、信息时报、科普广州

接种新冠疫苗会影响HPV疫苗效果吗？

●补贴标准：10000元

●补贴对象：

1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

2 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领

取毕业证5年内）；

3 军转干部、复退军人；

4 有效期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5 就业困难人员；

6 本省脱贫人口；

7 返乡创业人员，即离开户

籍所在地市外出求学、务工后返

回原户籍地所辖乡镇创业的劳动

者（以营业执照所载地址为准）；

8 创办驿道客栈、民宿、农家

乐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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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学历提升补贴、就业创业补贴……

在南海，你知道有这些补贴可领吗？从

1000元到10000元不等，直接补现金。快

来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可别“走宝”了！

●补贴对象：

在2020至2021学年度（2020年9

月1日~2021年8月31日，以学籍验证日

期为准）成功报读，参加大专、本科学历在

职学习的优秀一线职工，或者通过在职学

习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2020至

2021学年度（2020年9月1日~2021年8

月31日）获得大专、本科学历毕业证书

（以学历证书日期编号为准）的一线职工。

补贴发放对象为企事业单位中的一

线职工，且必须是广东省工会会员，已与

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合同

签订时间截至2021年12月3日满1年

以上），申请人所属工会需在“粤工惠”平

台登记注册，申请人是粤工惠平台实名

认证工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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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标准：每人3000元

●补贴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

校、技工院校就读，于毕业学年

（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

至12月31日）内符合条件的学

生，补贴申请应于有关学生毕业

前提出。

一次性创业资助

●补贴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申

请人，按实际累计缴纳租金的金额

进行补贴，每年最高补贴6000元，

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3年。

●补贴对象：

1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

2 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领

取毕业证5年内）；

3军转干部、复退军人；

4 登记失业并在有效期内的

失业人员；

5就业困难人员；

6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7创办驿道客栈、民宿、农家乐

的人员。

创业租金补贴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刘浩华来源/南海发布

求职创业补贴

上述高校毕业生相关补贴申请途径：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上述补贴时，可通过网上或窗口两种方式办理。

●网上办理流程：登录佛山扶持通（https://fsfczj.foshan.gov.cn）进行

网上申请。

●窗口办理流程：向就业所在镇街行政服务中心提交所需材料。

详细办事指南及所需材料请登录佛山扶持通网站或app了解及下载。

●补贴标准：每月按用人单

位为本人及招收的应届高校毕业

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

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给予社会

保险补贴（不包括个人部分）。补

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首次补贴

申请应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1

年内提出。

●补贴对象：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

负责人为毕业5年内（以毕业证

落款日期起算）的高校毕业生【指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技工院校取

得高级工和技师（高级技师）相应

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特殊教育

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创办的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除外）。

自主创业社保补贴

●补贴标准：3000元/人。

●补贴对象：

就业时属毕业两年内高校毕

业生。

基层就业补贴

●补贴标准：每月按实际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50%，给予灵活

就业社保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

超过3年。

●补贴对象：

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

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