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庆工商专栏

流感疫苗需要打几针？
能保护多长时间？

在北京市已经上市的疫苗
中 ， 6-35月龄需要接种两针儿
童型流感疫苗， 36月龄以上接种
一针成人型流感疫苗。

通常只在当季有效， 例如：
2019年 11月份接种 ， 只在 2019
年-2020年流行季有保护作用。

北京提供给小学生和老
人的流感疫苗是三价还是四
价的？

北京为小学生人群接种的免
费疫苗是四价流感疫苗。

为60岁以上人群接种的免费
流感疫苗是三价流感疫苗。

三价四价疫苗都可以预防
流感 。

与三价流感疫苗相比， 四价
疫苗增加了乙型流感的一个亚
型。 两种疫苗均可预防流感病毒
感染， 没有优先推荐， 可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任一种。

一年之内得过流感的人
群是否能接种流感疫苗？

可以接种。 既往有流感病史
不是疫苗接种禁忌， 另外流感病
毒容易发生变异， 接种当季的疫
苗才有可能预防当季流行的流感
病毒。

如何接种自费流感疫苗？

接种自费流感疫苗， 建议一
定要提前向接种门诊预约登记。

因为自费疫苗常常无法提前备货
或准确备足数量， 所以自费疫苗
一般是由接种医生根据接种者的
需求进行请领疫苗。

如果家长想给孩子接种自
费流感疫苗， 要去孩子平常接
种疫苗的门诊， 因为还涉及其他
常规疫苗接种管理的问题， 去的
时候要带上孩子的预防接种证
（小绿本）。

成年人平常很少接种疫苗，
一般不受影响， 可以就近选择一
家自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预约接
种， 记得带上本人身份证。

非京籍人员能否接种、
如何接种流感疫苗？

非京籍、 在京就读的中小学
生， 可以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
集中接种免费流感疫苗。

非京籍幼儿， 可以在平常接
种疫苗的门诊预约接种自费流感
疫苗。

非京籍成年人， 可以就近选
择一家流感疫苗接种门诊预约接
种自费流感疫苗。

肿瘤患者是否可以接种
流感疫苗？

肿瘤患者是否可以接种流感
疫苗 ， 要结合病情进行综合判
断。 建议先向主治医生了解当前
病情、 治疗和用药状况。

病情稳定， 且服用的药物和
其他治疗措施对免疫功能没有影
响， 可以接种。

病情严重， 或处于急性发作
期， 不建议接种。

由于免疫功能不全可能产生
不了保护性抗体， 根据美国传染
病学会的建议， 肿瘤患者 （包括
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 在接受抗
B细胞抗体治疗或大剂量化疗
（如急性白血病诱导化疗或巩固
化疗） 前2周内和结束后6个月内
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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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累计接种100.6万支 免费接种截至本月底

流感疫苗 您打了吗？

■生活资讯

暖气管爆裂
本市工会会员最高可获赔一万

5日， 记者从北
京市疾控中心获悉，
每年冬春季为北京
市 流 感 高 发 季 节 ，
12月至1月为高峰 。
北京市自2019年9月
开展流感疫苗接种
以来 ， 截至目前全
市累计接种流感疫
苗100.6万支。

10月1-31日， 全市共报告法
定传染病21种7879例，死亡13例。

其中， 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
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 肺结
核、 病毒性肝炎、 梅毒、 痢疾和
猩红热， 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
的92.43%。 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

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 其它
感染性腹泻病、 手足口病和流行
性感冒， 占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
的97.30%。

同时， 市疾控中心表示， 北
京市自2019年9月开展流感疫苗
接种以来，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

种流感疫苗 100.6万支 ， 其中 ，
中小学生42.2万支、 60岁以上户
籍老人45.6万支、其他人群12.7万
支，未接到严重不良反应报告。

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整
体平稳有序进行中， 请广大市民
积极接种流感疫苗。

未接到接种疫苗严重不良反应报告

全市免费流感疫苗接种11月30日截止
每年冬春季为北京市流感高

发季节， 12月至1月为高峰。
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 流感

与普通感冒相比较， 发热和全身
症状更明显， 特别是5岁以下儿
童、 老年人、 患有慢性基础病或
体质虚弱者更容易出现严重并发

症。 流感疫苗是最有效、 最经济
的预防流感的措施。

接种流感疫苗通过特异性免
疫应答， 可以产生相对更为持久
的特异性保护。 每年接种流感疫
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
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接种

流感疫苗同时可降低流感相关住
院和死亡的风险。

一般来说，9月至11月为北京
市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机。 全
市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截止日期
是2019年11月30日。 自费流感疫
苗接种一般将持续到2020年2月。

接种疫苗热点解答

□本报记者 李婧

冬季取暖， 水暖管爆裂常常
防不胜防。 对此， 北京市总工会
为所有工会会员提供了一份保
障： 申领互助金， 最高可获1万
元补偿。

2019年6月， 陈女士家中卫
生间八字阀老化突然爆裂， 事故
发生时家中无人， 回家后屋内已
积水二十多公分，地板全部被泡，
部分墙面也有所损失。 陈女士想
起工会关于水暖管爆裂的保障活
动， 于是拨打83570059保障中心
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并于8月向
单位工会提交了相关材料， 在最
短时间内收到互助金4000元。

2019年7月，某职工楼上住户
厨房进水管老化爆裂导致家中房
顶墙面大面积被淹， 卧室的房顶
不停滴水，地板也被浸泡，家中受
损情况严重。 该职工一直关注北
京职工互助保障公众号， 知道自
己的情况符合 《非工伤意外及家
财损失综合保障计划》 的申报条
件， 及时向单位工会提交了相关
材料，很快收到互助金8000元。

这项针对水暖管爆裂损失的
补偿福利， 是北京市总工会推出
的 《非工伤意外伤害及家财损失

综合互助保障计划》中的一部分，
凡是本市工会会员并持有工会会
员互助服务卡的在职职工都可以
免费享受。 在保障期内， 因水暖
管爆裂导致家庭财产损失的， 可
以根据物业或居委会出具的相关
证明， 针对受损面积领取一定互
助金，最高可领取1万元。

《非工伤意外及家财损失综
合保障计划》 保障期为两年， 保
障的是职工能提供合法产权证的
北京地区的房产。 除职工自己家
中水暖管爆裂产生水暖管爆裂造
成的损失外， 楼上住户、 隔壁邻
居、 楼道共有的水暖管爆裂导致
职工家中墙面、 房顶、 地面受损
的情况也符合申报条件。

若要申领补偿， 工会会员可
通过其所在单位工会向中国职工
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申请领取
互助金， 由会员所在单位工会填
写 《互助金申请书》， 并提交会
员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工会会
员互助服务卡复印件； 提供由物
业或居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 房
屋产权证或与产权证相关的证明
文件复印件； 以及受损现场的照
片和其他必要文件或证明。

·广告·

消费者促销期间
需警惕各种优惠陷阱

一 些 节 日 促 销 就 要 开 始
了 ， 很多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
已经启动， 为使广大消费者在一
些大促活动中避开各类优惠陷
阱， 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
广大消费者：

一是小心低价陷阱， “低”
价不低。 部分电商平台某些商品
在 “双十一” 促销前先涨价， 而
在促销当天降价， 促销活动名不
副实。 消费者对于心仪商品， 要
关注平时的消费价格， 看看是否
存在真正的实惠。

了解促销规则， 预付定金的
商品要谨慎下单

二是了解促销规则， 预付定
金要谨慎下单 。 部分商家混淆
“定金” 与 “订金”， 二者的区别
在于 “定金不退 ， 订金能退 ”。
消费者在支付前一定看好商品的
预售介绍， 并保留下单凭证。

慎点红包和链接
三是慎点红包和链接。 小心

红包诈骗， 需要个人信息的红包
不要碰， 分享链接后与好友共抢
的红包需谨慎 ， 高额红包要小
心， 拆红包要求输密码不可信。

四是 谨 防 低 价 拼 团 陷 阱 。
一元拼大奖实为抽奖； 低价拼
团基本是为了获取用户隐私信

息； 虚假拼团链接有些可能带有
木马病毒。

五是电商专供小心被 “套
路”。 “电商专供” 商品与实体
店销售的产品看似一模一样， 但
是在颜色、 内件配备或某些功能
上存在差别 。 所谓的 “电商专
供” 商品一般价格较低但品质较
差， 特别是服装、 电器、 鞋帽、
箱包等品类较多， 消费者一定要
擦亮眼睛。

六是谨防假货水货。 网购商
品时， 因为不能现场挑选商品，
假货 、 水货鱼目混珠 ， 尤其在
“双十一” 时段， 消费者切勿贪
图便宜而买到仿冒产品。

保留凭证， 及时维权
最后， 要注意网购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时间期限， 保留好消费
凭证 ， 比如聊天记录 、 购物记
录、 购物页面截屏等， 以便出现
纠纷时能及时有效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