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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新村街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庆祝活动

喜迎新春至 共叙邻里情

2021年2月1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佳佳

综合新闻19
·

全民参保小讲堂

健康之窗

网上购物有风险
线上交易需谨慎
小心！别让直播卖货的火“烧”了你的钱包

本报讯（通讯员 吴天奇）为贯彻落
实疫情防控要求，引导和鼓励辖区内企
业员工留津过年。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工会开展新春慰问活动，为留津过年、
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企业员工送上春节
慰问品和新年祝福。

此次慰问活动以“包饺子送年夜”为
主题。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共为
20家单位购买水饺等慰问品2795份，
并每位农民工充值电话费，引导和鼓励
他们以网上拜年、电话问侯、微信互动等
方式向亲友传递祝福。

2月8日，开发区相关负责同志来到天
津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为企业员工
送去慰问品及节日祝福，并叮嘱企业要合
理有序引导职工就地过年，为员工配备口
罩、消毒物品等防疫物品，加强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确保职工平安祥和过大年。

此外，开发区总工会还对长期在高
（低）温、高空等一线岗位的职工和春节
期间坚守在交通运输、电力、环卫以及直
接面向群众服务的基层岗位干部职工重
点开展慰问，为其购买食品及防疫用品。

本报讯（通讯员 乔欣）为了让留津
过年的职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
新春佳节，区总工会精心策划部署，推出
“三个一”活动，让留津过年的职工群众
感受“家里人”的温暖。

开展一次温暖慰问
组织全区各级工会开展“2020年冬

季送温暖及2021年元旦春节慰问活动”，
对困难职工及春节期间坚守在生产一线
的职工进行慰问。目前，区总工会已投入
资金200余万元，慰问职工2400余人。

送一次“年夜饭”
春节期间，为在津坚守岗位的

农民工开展包饺子送年夜饭慰问活
动。按照每人 200 元的标准，下拨
慰问活动专项资金，用真心、真情、
真举措，倡导留津过年，为他们送
去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关心
关爱。

提供一批节日普惠服务
依托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

线上活动，以“年味北辰”和“我在工作一
线过年”为主题，向全区广大职工群众特
别是留津过年职工群众征集照片，搭建
展示交流平台，丰富职工节日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魏铭珺）春节前
夕，果园新村街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纷纷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为社区居民、留津过年人员送去新春的
祝福。

连日来，丹凤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充满浓浓的年味，留在天津过年的
人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大家快
尝尝，这是津味素饺子，还有咱天津人爱
吃的八件儿，祝大家新春快乐！”活动室
内，志愿者们热热闹闹地包饺子，大家一
起感受欢乐的节日氛围；活动室外，街道
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和在津过节人员送
上福字，大家亲手写下温馨祝福挂在树
枝上。

为响应疫情防控号召，进一步关怀
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和留守青少年，果园
里社区开展“温馨饺子宴·送福一家亲”
主题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朋友们
一起擀皮、包饺子；留津过年的社区青少
年们也动手制作喜庆的红灯笼。一碗碗
热气腾腾的韭菜猪肉饺子瞬间温暖了人
心，在津过年的社区保洁人员表示：“今
天这饺子真香！吃在嘴里，心里都是暖
洋洋的！”

朝阳里社区开展“书香寄语迎新春 翰
墨暖心送祝福”迎春节活动。社区邀请“龙
湾书画社”的书法家现场写“福”字、题对联，
在旁观看的居民不时发出赞赏之声。书法
家们挥毫泼墨，一副副散发着清新墨香的春
联写出了大家对新年的美好期盼。

东升里社区开展“缘来一家人 接福迎
新春”主题活动，社区邀请志愿者、独居老
人一起蒸花馍，其乐融融。活动现场，社区

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面团、火龙果汁、菠菜
汁、胡萝卜汁、红枣、红小豆等食材，志愿者
们用切、揉、捏、压、搓、拔等手法，配合使用
剪刀、模具等工具，放上红枣、红豆等辅料
作为点缀，一块块小面团经过加工，惟妙惟
肖的小蝴蝶、小猪、小花朵等花馍就在大家
的巧手中成型。社区志愿者杨姨说：“在这
不仅能和老姐妹们聊天、话家常，还能一起
切磋厨艺，学习新花样，真好！”

辰悦家园社区举办2021年线上迎
新春联欢会活动，为居民们呈现一场形
式多样的视觉盛宴。悦耳的萨克斯演
奏、优雅的模特秀、感情充沛的朗诵……
多个精彩节目在社区舞蹈室轮番上演，
社区工作人员与辖区悦美艺术团队共同
参与了活动录播，并转发到社区网格群
内，让居民朋友们足不出户，便体验到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刘健）近日，家住普
东街的马阿姨家饭桌上，有着聊不完的
话题。家人一边吃饭，一边聊着桌上摆
着的荞麦面大馒头、糯香小米粥……饭
桌上的小米、荞麦粉等食物原料都来自
北辰区对口支援的河北省承德市兴隆
县，为普东街政协委员捐赠，经由街道工
作人员发放到居民手中。
为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让他们

感受街道大家庭的温暖。日前，普东街
政协委员邓妍自费购买北辰区对口支援
地——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产的小米、
荞麦粉、紫苏油、食用醋等产品共计179
套，捐赠给普东街生活困难群众、生活困
难退役军人等。“此次购买的慰问品都来
自兴隆县，都是居民生活必需品。一方
面为街道特殊群体送温暖，另一方面也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邓妍说。

本报讯（通讯员 孔维广）2月4日，
区老干部书法协会“迎春送福”进社区活
动来到果园新村街丹凤里社区，写春联、
送“福”字为社区居民送上牛年最美好的

祝福。
活动现场，老干部书法协会的成员

们根据社区居民的美好愿想进行创作，
在大红纸上挥毫泼墨，一副副充满美好

寓意的春联作品和各种字体的“福”字跃
然纸上。拿到满意的楹联作品，大家互
相交流品评，欢声笑语不断，现场洋溢着
浓浓的年味。

进入农历腊月以来，区老干部书法
协会的成员们就奔走在各社区开展“迎
春送福”活动，累计为群众书写200余幅
春联和近千个“福”字，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营造欢乐喜庆节
日氛围，受到社区群众的点赞和好评。

心系困难群众
情暖新春佳节

妙笔生花送祥瑞 翰墨留香迎新春
区老干部书法协会“迎春送福”进社区

区总工会多措并举送温暖

留“家”过年 情暖春节
北辰开发区春节送温暖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本报讯（通讯员 陈简轩）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购物成为很多
消费者购物首选方式。其中直播带货
凭借便宜心动的价格、送货上门的物
流服务以及直播间“限量限购”“今日
特惠”的火热氛围打动着消费者的内
心，大家纷纷选择“上线”交易。但直
播带货背后也隐藏着诈骗“小陷阱”。

近日，区人民检察院就一起“抖音
卖货、微信交易”的网络购物诈骗案向
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家住北辰区的
王先生在看抖音直播时，浏览到一卖
玩具的商家。想着春节买份礼物送给
孩子，王先生在详细浏览产品介绍视
频后，通过私信联系商家曹某某咨询
购买事宜。曹某某提出，自己店中还
有多款玩具产品，双方可先互加微信，
随后他再给王先生发送其他玩具产品
信息。王先生应允，添加对方微信并

挑选总金额500元的玩具产品，通过
微信转账方式完成了支付。

支付完成后，在买家王先生询问
下，商家曹某某两次表示货已寄出，
但王先生却始终未收到任何邮寄信
息及包裹，之后更是无法与曹某某取
得有效联系。意识到受骗的王先生
于是向警方报案，并提供微信转账记
录、曹某某抖音及微信账号等证据信
息。经侦查发现，曹某某先后诈骗
18人共计 16230元。经审查，区人
民检察院以曹某某涉嫌诈骗罪向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过程中。

检察官提示大家，直播卖货很热
闹，网络购物需谨慎；购买渠道很重
要，除了官方别乱信；平台交易有保
障，私下付款险暗藏；多看多想慢付
账，交易记录要留存。

11.什么是心因性反应？
心因性反应指在接种疫苗后，因

受种者心理因素发生的反应,主要是
接种疫苗时的心理压力、焦虑等所致，
无器质性损害，与疫苗无关。有的是
“晕针”样表现，有的是“癔症”样表
现。群体性预防接种活动时可出现群
体心因性反应。

12.偶合反应是怎么回事？
偶合症（偶合反应）是指疫苗接

种过程中，受种者正好处在一个疾病
的潜伏期或者发病的前期，疫苗接种
后巧合发病。因此，偶合症（偶合反
应）不是疫苗接种引起的，与疫苗无
关，也不属于接种后的不良反应。疫
苗接种后的偶合症有时不能立即做
出判断，需要及时报告，也需要疾控
等机构进行调查、调查诊断专家组做
出诊断。

13.哪些情形不属于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
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
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
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
不良反应。下列情形不属于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一般反应、疫苗质量事故、
接种事故、偶合症（偶合反应）、心因性
反应。

14.我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监测是如何开展的？
《疫苗管理法》《全国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鉴定办法》等法律法规均对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疑似疫苗不
良反应）监测、报告有明确的规定。

具体做法包括明确责任报告单
位、责任报告人、报告的内容、报告

的时限，规定需要启动调查的疑似
疫苗不良反应标准，而且异常反应
的诊断需由调查诊断专家组完成，
鉴定需由省、市级医学会来完成。
疑似疫苗不良反应的监测是通过中
国疾控中心建立的监测信息系统实
现，疾控机构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各级疾控机构
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也会对监
测的信息，定期进行分析和评估。
如果遇到重大事件，会进行及时分
析和评估。

我国疫苗不良反应的系统、规范
监测，起步于2005年。随着工作的
开展和深入，疫苗不良反应监测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2011 年和 2014
年分别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
对我国国家疫苗监管体系中不良反
应监测部分的能力评估，疫苗不良反
应各项监测指标达到或超过WHO
评估标准。

15.目前我国应用的新冠病毒疫
苗保护持久性如何？

新冠病毒疫苗属于新研发并投入
使用的疫苗，需要大规模接种之后的
持续监测和相关研究，以积累更多的
科学证据，评估新冠病毒疫苗的保护
持久性。

16.不同厂家的新冠病毒疫苗，可
以替代接种吗？

目前尚无关于不同厂家或不同种
类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替代接种的证
据。建议现阶段使用同一厂家的同品
种疫苗完成接种。

（区卫健委供稿）

1.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
件是什么？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
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即可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

一是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
二是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

低年限，目前规定是15年。
2.首次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多长

时间可以享受医保待遇？
灵活就业人员新参保的设立6个

月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间发生医
疗费用医保不予报销。自连续缴费满
6个月后，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按规
定报销。

3.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是什么？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

586号）规定，我国境内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民办企业单位、基金
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
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
纳工伤保险费。

另外，经市政府同意，我市公务员
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自
2012年1月1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区人社局供稿）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三）

社保知识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