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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流感流行季，针对流感疫苗是否能与新冠病毒疫苗
同时接种，专家解读——

原则上建议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

2021年 3月以来，我国南、北方省份流感活
动高于2020年同期水平，且9月以来南方省份流
感活动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今冬明春新冠肺炎
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出现叠加流行的风
险依然存在，防控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增加。

为此，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1-
2022年流行季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做好2021-2022年流行季流感防控工作。为什么
要接种？接种的重点人群有哪些？能否与新冠病
毒疫苗同时接种？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为什么要接种？
专家表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

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
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为匹配不断变异
的流感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在多数季节推荐
的流感疫苗组份会更新一个或多个毒株，疫
苗毒株与前一个流行季完全相同的情况也存
在。为保证接种人群得到最大程度保护，即
使流感疫苗组份与前一个流行季完全相同，
考虑到多数接种者的免疫力会随时间推移逐
渐减弱，流感疫苗还是需要每年接种。

接种的重点人群有哪些？
通知要求有序推进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提

出各地要依据中国疾控中心印发的《中国流感
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1-2022）》，按照优
先顺序对医务人员，大型活动参加人员和保障
人员，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
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托幼机构、中小学
校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 60岁及以上的居家老
年人、6月龄至 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和
高风险人群开展接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
上述人群实施免费接种，提升流感疫苗接种
率，降低流感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是否能与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接种？
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

同时接种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影响的研究仍在进
行，参照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

一版）》，原则上建议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间隔应大于 14天。

具体情况分为：可在接种流感疫苗 14 天
以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或者在完成新冠病
毒疫苗全程接种程序 14 天后接种流感疫
苗；或者在两剂新冠病毒疫苗之间接种流感
疫苗，即在接种第 1 剂次新冠病毒疫苗 14 天
后接种流感疫苗，再间隔 14 天后接种第 2 剂
次新冠病毒疫苗。

专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选择两剂新冠
病毒疫苗之间接种流感疫苗，需遵循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剂次和间隔的要求。

还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流感？
专家表示，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

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包括：
戴口罩；勤洗手；在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免去
人群聚集场所；出现流感症状后，咳嗽、打喷嚏
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然后洗手；尽量避
免接触眼睛、鼻或口。

此外，家庭成员出现流感患者时，要尽
量避免近距离接触，尤其是家中有老人与慢
性病患者时。当家长带有流感症状的患儿
去医院就诊时，应同时做好患儿及自身的防
护（如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学校、托幼机
构等集体单位中出现流感样病例时，患者应
居家休息，减少疾病传播。 （沐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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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帮忙遛狗到帮忙排队挂号、从帮忙做饭到帮忙做决定……提供的服务“只

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帮忙服务”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同

时，部分“帮忙服务”引起争议甚至游走在法律边缘，如帮忙写软文、帮忙刷单、

帮忙骂人等。

专家表示，“帮忙服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化催生的新业态，有助于充

分利用劳动者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但需要予以合理引导和监管，确保其

健康、理性发展。

有求必应的“帮忙服务”

除了帮人跑腿送东西的快递和闪送、帮
助酒后客户开车的代驾等已经形成行业服
务，在一些电商平台，以帮忙为主题的服务
可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只要在电商平台输入“帮忙”，帮忙做
事、帮忙 P 图、帮忙道歉等五花八门的服务
项目映入眼帘。

去年5月，31岁的王祖闲（化名）开始在某
二手交易平台上提供喂猫遛狗、看病陪诊等

“帮忙服务”。此外，王祖闲还开辟了“陪伴”业
务。一年多以来，她有过陪人观看展览、就诊、

做手术、租房子等经历。她表示，在北京等
大城市，很多人没有家人陪伴，在住院、租
房、游玩等方面有陪伴的需求。

“这种‘帮忙服务’还帮到我不少呢。”曾
经购买过“帮忙喂猫”服务的企业白领小章
说，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比较孤单，所以养
了一只猫，但她是个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而
且经常出差，很难及时照顾猫咪，购买“帮
忙服务”后，有人每天来给猫咪喂食、换
水、铲屎，再和猫咪互动一会儿，之后把视频
发过来，她也能够安心工作。

部分“帮忙服务”游走在法律边缘

有求必应的“帮忙服务”确实解了不少人
的燃眉之急，但在快速发展中，也有一些“帮
忙服务”存在争议，甚至游走在法律边缘。

比如“帮忙骂人”服务，不少商家声称
“只需九块九，保证骂到对方不敢上网”，但
不少网友质疑该服务只会增加社会的戾气。

也有消费者在“帮忙服务”中受骗。“帮忙
服务”往往是个体与个体进行交易，交易是否
成功只能靠人与人的信任。重庆市民小丽此
前去某家餐馆就餐时，在网络上花费 30元购
买了帮忙排队的服务，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对方提供的排队号是伪造的，商家并不认可。

另外，部分“帮忙服务”也与法律法规相
悖，如代写论文、代人考试、代人刷单等。

笔者观察到，包括微商、网店店主、社交
软件、个人在内的主体，会直接在网络上发
布寻求“帮忙服务”的信息，从而实现炒作、
营销、宣传等目的。比如某交友软件专门雇
人冒充平台女用户，与软件中的男用户交友
互动，还提供专门的搭讪术语。一些商家也
在大量招人，去商品下方按照相关要求进
行评价，引导消费者点击购买。这些做法
涉嫌虚假宣传，有可能在互联网上形成不正
当的竞争行为。

发展健康理性的“帮忙服务”

部分专家和商家表示，迅猛发展的“帮
忙服务”必将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有关方面也要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和监管，
确保其健康理性发展。

重庆市消保委投诉部部长喻军说，消费
者在购买“帮忙服务”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
是可以帮忙的、什么是不可以帮忙的，比如
请人帮忙写论文、帮忙考试等是不能够请人
帮忙的。对于可以帮忙的项目，买卖双方则
需要签订合同，明确双方各自需要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消费者事先还需要对服务提供方
予以考察，包括其服务资质和业务能力等。

商家也要明晰法律和道德界限，在合法

合规、合情合理的前提下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王祖闲告诉笔者，她每次在接单前都
会直接和消费者进行电话沟通，询问一些
具体的问题，把将要进行的“帮忙服务”细
化。这样既可以帮助她了解自己的工作
内容，同时也能用这些问题，确认自己的
服务能否满足对方需要。

平台也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举报、
售后等机制，清除不当服务。不少用户反
映，部分平台举报机制无法及时、有效为用
户解决纠纷，仍有待完善，建议平台全流程
启动监测程序，让买卖双方放心交易。

（陈青冰 赵宇飞）

10月17日，50
名小学生走进西安
交警碑林大队接受
交通安全普法教
育。孩子们参观
体验了现代科技
在交通指挥中的
应 用 ，通 过 公 交
车 现 场 实 践 ，认
识了大客车的驾
驶“盲区”、内轮
差，从而提高安全
防护意识。

杜成轩 摄

据新华社电 10月 18日，中国快递协
会在上海召开 2021年“双 11”快递服务保
障工作协调动员会。会议向全行业发出
绿色“双 11”倡议，希望与电商和广大消费
者一起，共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发展和生态
环保建设。

每年的“双11”都是快递业务高峰，遍地
的纸箱、包装物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年“双
11”来临之际，中国快递协会向全行业发出
主题为“绿色快递 人人有为”的倡议。倡
议各大快递企业在业务旺季期间，全面落
实国家和行业关于绿色发展的各项要求。

倡议具体内容包括：推广产品包装与
快递包装一体化，80%的电商件不再二次
包装；推广生鲜快递可循环配送箱、可复
用冷藏式快递箱，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泡
沫箱等。

中国快递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瑞林
表示，绿色环保是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
持的理念和方向。今年 9月，中国快递协会

组织 18家快递企业共同签署《中国快递业
绿色包装减塑自律公约》，这是快递行业
首个绿色包装自律公约。此次倡议活动
除了面向快递企业，也是对全社会的一次
动员和号召。

除了绿色环保，保障快递小哥合法权益
也是今年“双11”的一大主题。目前，全国的
快递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400万人，支撑起了
每年超过800亿件的快递业务量。

今年 7月，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等
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
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中通快递相关
负责人在动员会上表示，中通在关爱快递
小哥、加强权益保障方面不断加大投入，
试行快递员派费直链，提升派费结算时
效，实现收派费用标准化、账单透明化，切
实提高快递员收入。

下一步，中国快递协会将与相关互联网
平台共同启动“寻找好心快递小哥”公益活
动，传递社会对于快递小哥的认可和关爱。

今年“双11”快递服务主打绿色基调

近日，中铁上海局
七公司党委为辛家庙
街道所属社区老党员
送去大米、食用油、牛
奶、面包等慰问品。该公
司党委多措并举，真正用
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的服
务管理，为他们提供亲
情化、个性化的全方位
服务，促进公司上下营
造“标榜先进 争当模
范”的良好氛围。

刘梁 成迪 摄

据新华网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
10 月 19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初次审议。草案支持研发电信网络诈骗
反制技术措施，统筹推进跨行业、企业
统一监测系统建设，为利用大数据反诈
提供制度支持。

草案规定金融、通信、互联网等领域

涉诈异常情形的监测、识别和处置，包括高
风险电话卡、异常金融账户和可疑交易、异
常互联网账号等，规定相应救济渠道；规定
金融、通信、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统筹推进
相关跨行业、企业的统一监测系统建设，
推进涉诈样本信息数据共享；要求互联
网企业移送监测发现的嫌疑线索。

我国拟立法支持研发电信网络诈骗反制技术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郝振宇）10月19日上午，
由中共神木市委、神木市人民政府主办，神
木市委宣传部、神木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承
办的“黄河黄土黄帝·神奇神秘神往——神
木市摄影展”在西安省美术博物馆开展。

影展展出的三百余幅作品，是军旅摄影
家马夫三年多来扎根神木、深入生活创作

的力作，共分“神奇、神秘、神往”三大板块
十五个专题，大跨度、宽视角展示神木的
自然山水、千年历史、文化遗存、城市建设
和文旅产业开发拓展的瞬间，聚焦新时代
神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神木人民的
生活生产、精神风貌等诸多方面。

据悉，此展将延续到10月24日结束。

神木市摄影展在西安开幕

近日，一张8位企业领导深夜街头排排
站的图片，闯入了很多人的视野。

不是“团建”，也不是“罚站”，而是海航
控股的领导在北京街头体验零度天气穿单
衣薄衫是什么感受。

因为此前一位海航白金卡旅客夜晚路
过海航控股北京基地时，看到有身穿单薄制
服的乘务员在基地门口蹲在路边等车，冻得
瑟瑟发抖。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海南省海航
集团联合工作组组长、集团党委书记顾刚，
并留言提出了建议。

“不要坐在办公室就感觉四季如一，员
工关爱很多时候其实不需要太多成本，就是
需要用心和关注。”海航领导层的这句话是
大白话、大实话，领导干部体恤员工也是分
内之事，但是这些行为和话语却在网络上引
起不小的反响。

体会一线员工的“冷”，本不必等到金卡

用户“高层提醒”，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显
然是有的。关爱一线员工，倾听一线员工意
见，重在平常。在日常组织运作和企业管理
中本着“大家都是人”的态度，经常性地换位
思考，把关爱原则贯彻好，让以人为本的企
业文化从上至下一以贯之，不要出了事才痛
心疾首地纠偏。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领导干
部要有仁爱之心。看上去简单的四个字，做
到却不容易。仁爱之心既是一种工作情怀，
也是一种工作方法。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把
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一线员工的感受处
境当回事儿。只要真正这么做了，领导和员
工、干部和群众之间就不会发生那些离心离
德的事儿。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空姐的
着装要求，这事很难吗？压根不难，难的是
决策者的这颗仁爱之心。

“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这种管
理学上的智慧从古至今都不欠缺，缺的是知
行合一的人。希望北京深夜街头的寒风，吹
醒的不只是海航控股领导们的仁爱之心、换
位思维，也给所有身处高位的管理者、制度
制定者一些启发。 （栗中西）

员工的“冷”，领导该如何去体会？

本报讯（张佳）为进一步推进“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倡导市民规范佩戴头盔，10月 18
日上午，交警新城大队联合辖区电业新村开展

“共享头盔”试点社区。
据交警新城大队副大队长吴刚现场介绍，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使交通事故中受伤者的
比例下降 70%，死亡率下降 40%。发生交通事
故时，不戴头盔，头部致命伤的发生率会提高
1.5 倍。交警新城大队民警介绍说，在近期的
执勤工作中，他们发现很多不戴头盔的非机动

车驾驶员都说“自己忘带了”……为了从源头
上杜绝“忘带”行为，交警新城大队在辖区创新
试点“共享头盔社区”。

此次在电业新村北区，新城交警第一批投
放了 20 余顶共享头盔，全部放置在社区门口
的岗亭处，社区居民骑电动车出门若“忘带”头
盔，在这里登记后即可免费借用，用完及时归
还即可。社区门卫负责这些共享头盔的登记、
回收、清洗和消毒工作。

投放仪式结束后，小区居民石先生骑电动

车出门，因为没戴头盔，被门卫拦住。他登记
了联系方式后，即刻领到了一顶共享头盔。石
先生说：“我出门急，确实忘拿头盔了，这个办
法真好，既方便了大伙，又遵守了交通法规。”

活动现场，交警还倡议居民们从“我”做
起，驾车时系好安全带，并提醒同车同乘人员
系好安全带；行车期间，不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不观看视频等。骑摩托车、电动车出行
时，驾驶员和乘坐人员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交通意外伤害。

西安有了共享头盔试点社区
杜绝“忘带”行为 遵守交通法规

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