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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产 13 价肺炎疫苗来了
海南 6 岁以下的宝宝可接种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7
月 31 日讯（记者 王洪旭 实习生 张沁）7 月
31 日上午，8 名儿童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
医院完成了“海南省国产 13 价肺炎球菌多
糖结合疫苗”首批接种。中国自主研创的
13 价肺炎疫苗打破了进口垄断，填补 6 月
龄至 5 岁儿童的肺炎免疫空白，从此海南 6
岁以下的宝宝都可以接种国产肺炎疫苗。

海南省预防医学会秘书长吴维学表
示，国产 13 价肺炎疫苗的上市，为中国的
孩子带来了福音，5 岁及以下婴幼儿是罹
患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国产 13
价获批的适应人群是 6 周-5 岁 （6 周岁生
日前一天），能为 5 岁及以下儿童预防肺炎
球菌疾病增加一个选择，提高了疫苗的可
及性，为我国婴幼儿健康提供了基本保障。

可预防 13 种血清型肺炎球菌
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国产疫苗扩大了窗口期 错过
进口苗的 6 岁内儿童可接种

据悉，本次接种的国产 13 价肺炎球菌
多糖结合疫苗——沃安欣，由沃森生物自
主研发生产，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 13
价肺炎结合疫苗，可预防由 13 种血清型肺
炎球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包括肺炎、脑膜
炎、败血症和菌血症等），对中国 5 岁以下
儿童肺炎球菌相关疾病中侵袭性菌株的血
清型覆盖接近 90%。

据悉，进口 13 价肺炎疫苗的 3 剂次基
础免疫须在婴幼儿 6 月龄内完成接种，但 6
月龄以下是婴幼儿的预防接种高峰期，很
容易由于需要接种的疫苗过多而错过接种
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而国产 13 价肺炎疫苗的适应人群是 6
周-6 周岁前，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接种程
序上，国产 13 价疫苗扩大了接种窗口期，

接种程序更灵活、更便捷，减轻了排苗的
压力，让错过接种进口 13 价的孩子有了再
次接种肺炎结合疫苗的机会。
“作为海南省首批接种国产 13 价肺炎
疫苗的宝宝，我们感到很幸运。”天天妈
说，孩子出生后，他们非常关注孩子的健

小知识

肺炎球菌性是 5 岁以下儿童死亡主要原因之一
肺炎是儿童常见病、高发病，每到秋冬
季节，医院儿科门诊、住院部往往人满为
患。肺炎常见的病因有细菌感染和病毒感
染，其中肺炎链球菌是引起细菌性肺炎的主
要病原体，它定植在人的鼻咽部，免疫力下
降或者感染流感时，肺炎球菌就会趁机“作
乱”，感染肺部的话就会引起肺炎，出现发
烧、咳嗽等症状，感染其他部位会引起脑膜

@海口在校学生

社保卡免费办 81 个网点可办理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7 月
31 日讯（记者田春宇）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获
悉，为加快海口市建立以社会保障卡 （以
下简称“社保卡”
） 为载体的“一卡通”服
务管理模式，实现海口在校学生发卡全覆
盖，海口市人社局和海口市教育局联合组
织海口在校学生积极申领社保卡，力争到
2020 年 9 月底，海口在校学生人人享有一
张社保卡。
据了解，海口市目前共有覆盖城乡的
81 个社保卡服务网点，均可正常受理社保
卡申领业务。尚未办理海南省社保卡的学
生，只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户口
本原件 （年满 16 周岁的必须提供身份证）
和 1 寸白底免冠彩色证件照 1 张 （未成年人

须由家长代办，须另外提供家长的身份证原
件） 即可免费办理社保卡。
社保卡办理完成后，还须本人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原件到海南农信 （农
商行） 任一网点进行激活，未成年人的社
保卡激活必须由监护人代办，须另外提供
监护证明和监护人有效身份证件。如果需
要咨询相关事宜，可拨打热线电话：
68571305。

办理流程
（1）学生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原
件（年满 16 周岁的必须提供身份证）；
（2）1 寸白底免冠彩色证件照 1 张；
（3）到海南农信（农商行）网点激活社
保卡。

温馨提示
1、为避免长时间排队，请就近选择服
务网点，错峰办理，无须要求当场拿卡；
2、首次申领社保卡，免费办理，请按
照海口市人社局官方公布的渠道办理；
3、预计 8 月初，海口市各区的社区网
格员将提供办卡服务，届时可联系所在社
区的网格员办理。

海南首届“e 海瑞评”网评大赛新一轮主题出炉

做好自贸港的
“店小二”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8 月
1 日讯（记者 韩星）8 月 1 日，海南首届“e 海
瑞评”
网评大赛进入新一轮比拼。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广大参赛者可围绕“做好自
贸港的
‘店小二’”
这一主题，
聚焦如何开创式
提供一流政务服务，
营造开放、公平、安全、便
利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畅谈心中所思所
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
营商环境的改善，并非只是政府部门的
事，包括企业家、所有市民在内都是参与
者、受益者和见证者。优化营商环境，需要
全社会凝聚合力。作为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一份子，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自贸港的
“店小二”？如何强化主角意识做好服务保
障，让各方投资者充分感受到自贸港的速
度、温度和热度？欢迎您拿起手中的笔，围
绕“做好自贸港的‘店小二’”这一主题畅
所欲言，为海南加快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推

动自贸港建设迈上新台阶。
据悉，海南首届“e 海瑞评”网评大赛
将从 3 月 1 日持续至 11 月 30 日，每个月分
别设置不同的话题，每个话题评选出一等奖
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由全国知
名评委每三个月评选一次。一等奖奖金
3000 元，二等奖每名奖金 2000 元，三等奖
每名奖金 1000 元。全年比赛结束后，将评
选出优秀组织奖 10 个，颁发荣誉证书。
大赛要求参赛作品为短评，必须是原创
作品，评论形式不限，鼓励运用新媒体语言
和形式，题目自拟、主题鲜明、观点正确、
逻辑严密，体现新媒体和网络评论的传播特
色。请勿一稿多投，参赛作品需未曾在纸
媒、网络等任何形式公开发表过。投稿字数
要求不低于 200 字，不超过 800 字。作品须
为原创作品且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未在媒
体上发表。

康成长，之前因为年龄限制，错过了进口
13 价的接种。现在知道国产的 6 岁内都可
接种，就迫不及待地来医院接种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我意识到接
种疫苗的重要性。”一名家长说，接种 13
价肺炎疫苗，小孩子可以多一份健康保障。

本次活动由中共海南省委“我为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中共海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承办。

投稿方式
1、作品发到指定邮箱：hnwpds@
163.com，投稿须在文末注明“真实姓
名+工作单位（个人）+联系电话”，无工
作单位可填无。咨询电话：
66810153。
2、关注“网信海南”官方微信或“南
海网”官方微信，点击南海网微信公众号
菜单栏，进入投稿页面，还可以将作品发
到官方微信后台，同时发送：
“我为海南
自贸港作贡献网评大赛+真实姓名+所
在单位（个人）+联系电话”。

炎、鼻窦炎、中耳炎、菌血症等一系列的疾
病。严重的还会引起急性感染性休克等重
症，甚至危及生命。
“肺炎球菌性肺炎是严重危害儿童身体
健康的重要疾病，也是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
主要原因之一，”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何滨说，接种肺炎疫
苗是控制肺炎疾病经济有效的手段。

8 月 1 日—23 日
海口全市消杀灭蚊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7 月 31 日讯（记者 王洪旭 实
习生 张沁）根据海口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部署，8 月 1 日起，海口将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消
杀灭蚊防控传染病工作，最大限度
降低登革热疫情在海口市传播扩散
风险。
其中，消杀范围：以主城区
179 公里为界，分 26 个网络，按
照各区招投标划定的网格及镇墟为
各公司的消杀范围。
同时，海口全市还将开展以环
境综合整治、清理病媒生物孳生地
为主的爱国卫生活动，动员组织群
众，人人动手，通过翻盆倒罐、填
平洼地、疏通水沟、清除积水、清
理卫生死角等行动，全方位清除蚊
虫孳生地，辅以化学消杀，控制
“布雷图”指数小于 5 和成蚊密度
（叮咬指数） 小于 2。
为此，海口市要求各区政府发
动辖区群众人人动手，大搞内外环
境卫生，清除房前屋后各类积水；
组织辖区单位清理本单位办公场所
和住宅区各类积水，疏通下水道；
开展义务劳动，清除公共场所各类
积水，疏通居民区下水道，尤其要
清理楼缝间和楼房顶上及飘台的积
水；做好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容器
加盖封闭清运；切实抓好农贸市
场、旅游景点和宾馆酒店、广场、
影剧院、网吧等公共场所环境整治
和清理蚊虫孳生地工作的监管。

全面消杀时间
8 月 1 日—8 月 23 日，分 3
轮次消杀灭蚊，每次消杀连续 3
天，间隔一周进行第二轮消杀。
●第一次：
8 月 1 日—3 日
●第二次：
8 月 11 日—13 日
●第三次：
8 月 21 日—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