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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

佛山市南海区卫健系统抽调大批医护

人员下沉一线，为广大市民提供接种

服务。目前南海区常规在用的接种点

38 个，常规接种卡位 463 个，每天

可提供接种能力达 9.1~10 万剂次。

截至 4 月 27 日，全区累计接种 78 万

剂次，累计接种人数超 67 万人，超

10 万人完成两针次接种。

“接种疫苗是一份社会责任，没

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南海区卫健局党委书记、

局长孔小燕表示，我国疫情防控措施

得力，国内感染风险较低，但疫情传

播风险依然存在。防控疫情最有效、

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接种疫苗。 截至 4月 27 日，截至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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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南海行动

接种方式

现阶段疫苗接种还是以群体预约为主，

居住或工作在南海的 18~59 岁内地居民（不

分户籍）/ 单位和团体，可前往或致电居住

和工作所在地的村（居）委会进行预约登记；

而本地市民可直接在村 ( 社区）和单位预约，

由村（社区）和单位统一安排接种。

成立工作组推进疫苗接种 1 作为广东省接种工作的第一梯队城

市，佛山第一时间成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 7 个专责工作组，基本建

立起“市级统筹、区级组织、镇街实施”

的工作机制，扎实、快速、高效地推进各

项工作。

南海区疾控中心在第一时间成立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组，下

设八个工作组，分四个片区进行督导，现

场对接种技术、疫苗、冷链、物资和人员

等按照规范要求做好全流程操作和管理。

已有超 67 万人接种疫苗2 截至 4 月 27 日，全区累计已有 67 万

人接种新冠疫苗，超 10 万人完成两针次接

种，累计接种 78 万剂次，在全区掀起了
接种疫苗的热潮。

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安心打疫苗，南

海各接种点通过各项便民措施不断完善接

种流程，加快接种速度，目前南海区常规

在用的接种点 38个，常规接种卡位 463个，

每天可提供接种能力达 9.1~10 万剂次。
其中，大沥镇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是南

海区最大的基层新冠疫苗接种点，最高日

接种能力可达 10800 剂次。接种中心设置
了多个区域，包括资料填写区、等候区、

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等五个区域，让

市民清晰了解接种流程，大大提高了接种

效率。

3 医务人员全部培训上岗

南海区对所有参与疫苗接种的医务人

员进行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救治等培训，共开展6场次线上培训，

培训 8841 名医务人员。确保所有参与接

种和医疗救治人员均需通过培训并考核合

格后上岗，能熟悉掌握预防接种工作并在

出现异常反应时可及时识别、快速处置。

当务之急是
提高疫苗接种率

专家呼吁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

刻，病毒株变异给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当务之急是提高疫苗接种率。虽然中国

疫苗接种绝对数是世界第二（美国是最

多），但是要是按百分比数的话，中国

是非常低的。当然，中国现在正大力扩

大生产。所以预期希望能够在六月底、

七月，有 40% 的人能够接种疫苗。只有

接种疫苗，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保护。

新冠疫苗需要接种比例达到人群的

70%、80%，才能产生群体保护效果。疫

苗接种有两个保护效果：

第一，是对疫苗接种个体产生的保

护效果。在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中，考核

的就是对个体的保护，每个个体接种疫

苗以后产生的抗体，都能对自己起到保

护作用。

第二，是在人群当中的保护效果。

当接种个体达到一定比例时，就能够形成

对群体的保护，所以把这个叫做群体免疫。

接种疫苗是一份社会责任。因为传

染病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没有人是

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如果人人心存侥幸，或者将阻断病毒传

播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免疫屏障就

无法建立。

接种新冠疫苗，首先是受种者本人

及时获得免疫保护，有效降低发病、重

症和死亡风险，实现个体受益。同时，

通过有序组织开展大规模人群接种疫

苗，加快在人群中建立起免疫屏障，可

以有效阻断新冠肺炎的传播流行，实现

群体保护。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
家吴尊友：

●佛山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宝志：

8 类特定人群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方婷

每人每月缴费6.5元起 工伤待遇最高超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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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方式

村（社区）两委人员可由村（社

区）两委或所在乡、镇（街道）

相关机构作为参保单位统一在

属地办理单项参加工伤保险。

实习学生可由所在从业单位为

其办理单项参加工伤保险。从

业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未实施实习学生单项参加

工伤保险政策的，其使用的实

习学生也可由所在学校属地办

理单项参加工伤保险。

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从业单位同时从业的，各

从业单位可按照本办法的规

定分别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

参加工伤保险的从业人员或

村（社区）两委人员等被认定

为因工死亡的，参保单位在其

死亡当月应为其申报缴纳工

伤保险费，从其死亡的次月起

停止缴纳工伤保险费。

纳入参保范围的 8 类特定人员

参保从业人员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2021年 4 月1日起，《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

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简称《办法》）

开始实施，《办法》将 8类特定人群纳入了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可

由所在从业单位 ( 组织 )自愿选择为其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

伤保险费，参保人员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此举可有效化解从

业单位工伤风险，较好地适应了相关灵活从业人员工伤保障需求。

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温馨提示

根据《办法》，如按照缴费基数下限和平均费率计算，当

前人月均缴费约 6.5 元；如发生因工死亡的，当前一次性工亡

待遇约 90 万元，另外还有按月发放的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为

缴费工资的 30% 比例，合计不超过 100%），充分体现了工伤保

险“低缴费、高保障”和“化解大风险”的制度优势。

缴费标准及待遇保障

为方便群众办事，南海区提供如下便民服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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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固定现场鉴定点服务；

提供邮寄申请；

书面材料鉴定确认，具体
可联系所在镇街人社分局
的经办窗口；

推 行“ 邮 寄 + 政

务 服 务”， 依 办

理鉴定申请时确

认的邮寄送达地

址， 鉴 定 结 论 免

费送上门。

工伤医疗（康复）待遇（符合规定的工伤医疗费用 100% 报销）、住院

伙食补助 50 元 / 天，安装配置辅助器具等。

工伤医疗终结后，若是 1~4 级伤残，还可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

月领取伤残津贴；达生活自理障碍等级的，按月领取生活护理费。若是达

到 5~10 级伤残，可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根据申请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终结工伤保险关系。

在从业单位工作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包括未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人员和退休返聘人员）；已享受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津贴或病残津贴人员；

实习学生（包括签订三方实习协议或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实习学生和从业单

位使用的勤工助学学生）；单位见习人员；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

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村 (社区 )两委人员；提供网约车、外卖、

快递劳务等新业态从业人员；依法组建的志愿服务组织招募从事特定公益活

动（应急救援、公共卫生防控、大型活动等）的志愿者。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

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

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患职业病的；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

事故伤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疫苗接种疑问多？专家来解答

目前，大规模的新冠疫苗全人群接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市民反响热烈，

积极预约接种疫苗，但仍然有小部分市民对接种疫苗有些顾虑。如：接种了

新冠疫苗以后，是否会影响 HPV 疫苗的效果？有哪些不良反应？一起来看

看专家怎么说。

A 可以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和HPV疫苗吗？

不建议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

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后，是否会影响 HPV 疫苗的效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HPV 是灭活疫苗，新冠病毒

也是个灭活疫苗，其实理论上来说，它俩之间的效果不存在

影响的情况。若发生疑似不良反应需要鉴别，所以专家建议

接种新冠疫苗和 HPV 疫苗至少要间隔 2 周。

通常情况下，不建议新冠病毒疫苗和 HPV 疫苗、还有

其他疫苗同时进行接种。但是如果遇到了被狗咬伤或者有外

伤的情况，像注射狂犬疫苗，或者是破伤风疫苗的时候，建

议不要考虑时间的间隔，可以优先去接种狂犬病疫苗及破伤

风疫苗。

B 接种后是否会出现不良反应？

接种部位红肿是常见不良反应

接种部位酸胀、红肿、疼痛、瘙痒等都是接种新冠疫苗后的

常见不良反应，接种当天可用冷毛巾冷敷，第二天若症状持续，

可用温毛巾温敷，一般 2~3 天即可恢复。

接种后 24~48 小时内若出现发热现象，低热可以采取多饮

水、物理降温等方法，若体温超 38.5℃，可口服退热药并建议就

诊。若出现比较罕见不良反应，如过敏性皮疹、局部淋巴结肿大

等，建议立即就诊。

健康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