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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 二价疫苗接种全面铺开
全程 3 针共 2010 元，
针对 9 至 25 周岁女性
可预防 70%的宫颈癌
昨天，记者从卫生部门获悉，HPV 二价疫苗接种已在我市全面铺
开，包括市妇儿医院、市第一医院、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内的 13 家医
疗单位设置了接种咨询门诊，57 家医疗单位拟提供接种。二价疫苗针
对的是 9 至 25 周岁女性，超过 25 周岁的不妨等等四价疫苗。市疾控中
心相关专家透露，四价疫苗已在今年 5 月拿到内地的进口注册证，最快
明年 1 月上市。

13 家医疗单位设置接种咨询门诊
昨天，
市卫计委下发了《我市设置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接种咨询门诊
的通知》。通知提出，目前我市已经开展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做好全市有关HPV疫苗接种咨询问题的解答，
为广大群众提供准确便捷的相关服务，
根据有关规定，
通过申报、
审核、
培训等流
程，
经研究，
确定在市妇女儿童医院等13个单位设置HPV疫苗接种咨询门诊。
具体名单如下：市妇女儿童医院、市第一医院、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海
曙区段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北区妇幼保健院、鄞州人民医院、镇海区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北仑区妇幼保健院、奉化区妇幼保健院、余姚市妇幼
保健所、慈溪市妇幼保健院、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宁海县妇幼保健院。拟提
供疫苗接种的医疗单位有 57 家。卫生部门提醒，为避免跑空趟，建议大家去
接种前先询问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可用医保历年结余资金支付费用
HPV 疫苗接种流程和儿童接种一样，
程序为
“0-1-6”
，
即首针打完之后相
隔1个月打第二针，
第三针在距离首针6个月的时候注射，
全部接种完需半年。
每针 HPV 疫苗的价格为 670 元，完成接种共需要打 3 针，总费用为 2010
元。HPV 疫苗属于二类（自费）疫苗，可自愿自费进行接种，医保不能报销，不
过可以通过使用城镇职工医保历年结余资金支付本人或近亲属（通过家庭共济
网）的 HPV 疫苗费用。

超出 25 周岁的女性需再等等
二价疫苗的接种对象为 9 至 25 周岁女性，在没有感染病毒前（有性生活
以前）接种 HPV 疫苗的效果最好。9 至 14 周岁是 HPV 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
适龄女性在无禁忌症情况下均可接种，急性疾病发作期间最好不要接种
疫苗，因例假引起痛经、乏力等剧烈反应的女性也不建议接种。
还需要注意的是，因疫苗对孕妇的影响尚不明确，半年内要怀孕的女性
还是要避免注射。一般来说，注射完 3 针之后，
半年内也不能怀孕。
那么，超过 25 周岁的女性是否与疫苗无缘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
预防所所长方挺表示，超出 25 周岁的女性最好是等四价 HPV 疫苗，这样预防
效果会更好。
四价 HPV 疫苗的接种人群为 20 至 45 周岁女性，比二价疫苗能多预防 6
型和 11 型 HPV 病毒。至于四价 HPV 疫苗的上市时间，方挺表示，四价 HPV
疫苗已于今年 5 月拿到内地的进口注册证，还需经过疫苗进口、批签发检测、
省级中标公示后方能面向大众，最快明年 1 月可上市。

二价疫苗可防 70%宫颈癌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在我
国，宫颈癌在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中发病率居第一，死亡率居第二，每年新增病
例约 13.5 万人，
死亡约 8 万人。近年来，宫颈癌发病呈现年轻化态势。
据悉，99.7%的宫颈癌是由 HPV 病毒（即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所引起，主
要通过性传播。HPV 病毒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50%至 90%在感染后数月至
2 年内可被免疫系统清除，只有高危型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才会进展为恶性病
变，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因 HPV 病毒感染而引起的宫颈癌等相关疾病。
HPV-16 型和 HPV-18 型是两种最主要的高危型 HPV 病毒，它们可
导致约 70%的宫颈癌。HPV 二价疫苗就是针对 HPV-16 型和 HPV-18 型
两类 HPV 病毒（价代表的是覆盖的病毒亚型的种类，价越高，覆盖的病毒种
类越多）的疫苗。换言之，HPV 二价疫苗可预防 70%的宫颈癌。
记者 童程红 孙美星 通讯员 陈琼

今日 17 点至 12 月 10 日 17 点
社保卡业务暂停办理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任社） 记者昨天从市社保局获悉，因社保卡
系统升级改造，今日 17 点至 12 月 10 日 17 点，各区县（市）和银行网点暂停办
理社保卡相关业务。同时，宁波市人社局网站、12333 电话自助服务、宁波人
社 APP、微信端等也暂停办理各类社保卡相关业务。

轨道交通志愿者在服务。

6400 名地铁志愿者
集体入选
“浙江好人榜”
累计服务 14 万小时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徐昭 徐志焕 水微娜 文/摄）
昨天，记者从宁波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近日宁波轨道交通志愿服
务总队 6400 名志愿者集体入选季度“浙江好人榜”。
“浙江好人榜”
是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好人推荐活动。
在宁波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的每一个地铁站，都有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的身影，从第一班地铁班车出发到地铁运营结束，他们
都在那里等待，或为乘客引路，或为乘客提供帮助，在鼓楼站甚至还
有人为乘客打印飞机票。据了解，我市已有 6400 人加入轨道交通
志愿者队伍。他们累计服务时间已达 14 万小时，相当于一个人 24
小时不眠不休工作 16 年。

■工行宁波分行对公精品产品系列宣传

工行宁波分行推出党费
“云托管”
服务
提供一站式缴纳党费的便利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工行宁波
分行积极响应党中央党建信息化的要
求，针对行内外客户党务工作电子化需
求，在工银 e 缴费平台上推出了党费“云
托管”平台。旨在为各级党委和基层组
织创建专属党费管理平台，可全方位解
决各级党组织党费收、缴、管的全流程痛
点，在便利普通党员党费缴纳的基础上，
使党委账务管理变得更加灵活、高效化、
规范化，充分满足了党费缴纳和管理的
规范性、高效性、科学性、安全性、庄严性
和仪式感。
工行宁波分行党费“云托管”平台有
四大主要功能：
组织机构党员管理信息化。通过工
商银行党费云托管平台，单位党费管理
人员可在平台上建立本单位党组织架
构，通过批量或逐个方式在托管上实现
党员基本信息、党员缴费信息的上传、查
询和下载的便捷管理；实现分层管理，最
多可支持六个层级；每一层级可设置操
作员，操作员可对当前及下级机构的党
员进行管理；组织机构树一次性建立，后
续变动调整可单独维护。
分层报表管理缴费信息清晰。工行
党费云托管平台提供党费管理多种贴心
服务，包括辖内缴费明细查询、辖内报表
查询，上一级可以查看下级所有机构的
缴费情况，具体维度由自己把握；同级机
构保持独立，
不能跨级管理。
入账方式灵活资金流清晰。工行党

费云托管平台支持两种入账方式：
直接入
账，
党员缴费直接入党费专户；
归集入账，
每个机构党总支收齐党费后，
由该机构党
总支操作人员点击上缴，
该机构总支的党
费一笔入账，
财务对账更便捷。党费直接
进入党费专户，没有个人账户过渡，满足
了党费交纳和收取的规范性。
短信提醒和催缴。工行党费云托管
平台通过邮件、短信、微信、工行融 e 联
等，免费发送党费账单信息，各层级可根
据管理需要，上级管理机构向下级免费
发送催缴短信。
除了上述四大功能外，
工行宁波分行
党费“云托管”平台还提供多渠道全时段
缴费服务，通过工行党费云托管平台，缴
费人随时随地（7×24 小时）通过工行的缴
费网站、微信、网银、融 e 行、融 e 联、自助
终端、柜面均能缴费。同时，该平台为缴
费单位生成专属
“党费二维码”
，
缴费人通
过微信扫一扫或在群中识别二维码，
直接
进入缴费页面，
轻松缴费。对缴费单位使
用工行党费云托管平台时，
在静态验证码
登录的同时，提供动态验证码登录，保证
党费交纳、收取和管理的安全性。
目前，工行党费云托管平台适用的
目标客户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等，其中党政机关
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军
队、公检法等；事业单位包括科研、教育、
文化、卫生、环境保护、农林水利气象单
位等。
记者 张寅 通讯员 张伟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