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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14天以上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这样提取公积金
电梯竣工验收后两年内一次性提取

《百姓问政》推出系列问政节目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徐杨）感冒了或者患有
常见慢性病，对花粉或者青霉素过敏，是否
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刚接种了其他疫苗，
如果想接种新冠疫苗需要间隔多长时间？
昨天，市疾控中心进一步解答了市民关心
的新冠疫苗相关问题。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管理科主任、主
任医师陈伟介绍说，疫苗对人体来说是外
来抗原，接种疫苗后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但绝大多数都是一般反应，也就是说这些
反应不需要处理就能够自愈。从监测的情
况看，目前新冠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总体发
生率和其他疫苗相当，多数症状较轻，接种
后发生局部不良反应以接种部位疼痛为
主，还包括局部瘙痒、肿胀、硬结和红晕等，

也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发热、乏力、恶心、头
疼、肌肉酸痛等，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如果
出现高热不退、皮疹等严重症状，或者无法自
行判断的症状，需要及时联系医生。
目前上市的4款新冠疫苗在说明书中对

接种禁忌有明确界定，主要包括：对疫苗所含
成分过敏者，既往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如急
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反
应者，患有未控制的癫痫或者其他神经系统
疾病的患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者，在妊
娠期间或者哺乳期间的妇女等。如果接种后
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后续也不能进行接
种。有些市民对某些食物过敏、对花粉过敏，
或者对包括青霉素在内的其他药物过敏，则
是可以接种疫苗的。由于，过敏大多为急性

过敏，在接种后30分钟之内出现的比例非常
大，因此要求受种者接种疫苗后在现场留观
30分钟，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既往已
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原。

很多市民关心，如果不巧感冒了，或者本
身就患有一些常见慢性病，可不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陈伟对此解释说，如果正患感冒，处
于应激期，应等康复后再接种。如果是患有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慢性胃炎等慢性疾
病，如果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或）药物治疗
处于空置稳定状态，血压、血糖、血脂等实验
室指标控制稳定，慢性胃炎处于非发作期，是
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但是如果相关指标控
制不稳定，或者尚处于急性发作期，则建议暂
缓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新冠疫苗和接种其他疫苗之间需要
间隔多长时间？陈伟介绍说，专家对新冠疫
苗能否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如果不能同时
接种需要间隔多长时间，进行了论证，建议新
冠疫苗通常情况下和HPV等其他疫苗的接
种间隔，要达到两周也就是14天以上。但针
对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被动物咬伤或者出现
外伤，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或者破伤风类毒
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按照两周间隔接
种，可以不考虑间隔，应该优先接种狂犬病疫
苗或者破伤风疫苗。等狂犬病疫苗或者破伤
风疫苗接种周期结束，间隔14天以上再接种
新冠疫苗。另外，如果有市民刚注射过免疫
球蛋白，应间隔1个月以上再接种新冠疫苗，
以免影响免疫效果。

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疾病，血压、血糖、血脂等实验室指标控制稳定可以接种

作为我市民心工
程——渌水道（解放
南路至洞庭路段）已
完工通车，该道路的
修通可缓解周边道路
的行车压力，市民可
通过该道路直达地铁
6号线解放南路站，
出行更加方便。
本报记者张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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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国惠）今晚《百姓问政》推出《讲担当促作为
抓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问政节目。宁河区区长单泽峰走
进造甲城镇赵温村，和村民一起来听属地街镇和相关职能部门
的答复，并推动百姓关心的问题解决落实。

本期节目中，记者对宁河区赵温村村民11年未圆还迁梦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通过对村民实地采访，反映了目前村民的生活
境况和房屋危漏、没有厕所、环境脏乱等实际困难。11年中，还
迁房就近在眼前，但由于种种原因，屡次说还迁，却最终没能实
现，村民们的还迁愿望越来越迫切。节目现场，还迁造甲城镇相
关负责人和区住建委“一把手”梳理了这些年影响还迁的主要原
因，也诚恳地介绍了接下来各部门具体打算。此外，永定新河非
法捕捞久治不绝，当节目记者将非法捕捞线索向相关部门反映
时，相关部门却各持理由，相互推诿，非法捕捞的船只就在执法
人员眼前堂而皇之开走。

看过记者调查，也听了相关部门和村民代表的发言，宁河
区区长单泽峰现场表示，针对赵温村村民还迁的问题，将立
即着手，疏理历史脉络，开展入户调查，整理相关数据，深入
群众了解诉求，拿出一套公平合理的还迁方案，把问题解决
好。对于非法捕捞的问题，单泽峰表示，永定新河不仅是宁
河的河，对于水系的保护各部门都要树立大局意识，齐抓共
管，压实责任。

我市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大起底大排查

20天专项整治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王睿）即日起至4月10日，我市开展为期20

天的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大起底大排查专项整治行动，对涉
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运输、废弃处置等单位
进行“地毯式”排查整治，防范和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
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记者了解到，各区、各部门集中时间和精力摸清涉及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基本情况并建立台账，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生
产、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等情况，
形成问题隐患清单和制度落实清单，督促企业整改落实到
位。交通运输部门重点检查危险品运输企业驾驶员、押运员
持证上岗情况，强化托运、承运、装卸、车辆运行等危险货物运
输全链条安全监管，加大对未经批准运载危险化学品等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加强港口危险化学品运输监管，严肃查
处夹带、谎报、瞒报、匿报危险货物的违法企业，依法严惩危险
货物非法运输行为。

公安部门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严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是否按规定线路行驶，加大路面
警力投入，在重点国省道、进京通道、出入市主通道、快速路以
及城市主干道设置治理点位，从严查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违法违规行为；并加强对涉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剧
毒品单位的监督管理，重点检查销售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
息。此外，公安、教育、科技、卫生健康等部门加强对学校、科
研院所、医院等场所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安全的管理，强化对
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单位的检查，对货品种类、数量、仓储条
件等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专项整治期间，各区、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将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抽调精干人
员组成专班，落实排查整治各项任务；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结
合自身职责和区域情况制定排查整治方案，确保措施到位、整
改到位。

疫情快报

3月23日18时至3月24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3月23日18时至3月24日18时，我
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
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3月23日18时至3月24日18时，我市

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25例（中国籍201例、菲
律宾籍8例、美国籍3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
籍2例、委内瑞拉籍2例、波兰籍2例、乌兹别
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
例、立陶宛籍1例），治愈出院207例，在院18

例（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11例）。
3月23日18时至3月24日

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1例（境外输入、罗马尼亚籍），累计报
告无症状感染者179例（境外输入174例），
尚在医学观察16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
学观察137例、转为确诊病例26例。

第179例无症状感染者，罗马尼亚籍，近期

居住地为西班牙。该患者自西班牙
马德里乘坐航班（CA908），于3月7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

温正常，申报无异常。海关检验未报异常，转送
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当日第四中心
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3月20日
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血清抗体IgM阳性，继续隔离；3月

22日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3月23日复查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仍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
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
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
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61例、第162例、
第164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
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3月2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
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2045人，尚有619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王灵萍）
为支持我市城市更新改造，改善缴存职
工的居住条件，我市出台了《天津市人民
政府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
积金有关政策的通告》，纳入我市城镇老
旧小区统一改造加装电梯的，可以提取
住房公积金了。

电梯竣工验收后，两年内一次性提取

在我市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房
屋产权人（公有住房承租人）及其配偶、房
屋产权人（公有住房承租人）的直系血亲，
可以申请提取。亲生父母子女、祖孙、曾祖
孙等之间，为直系血亲。

职工应在电梯竣工验收后两年内一次
性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不超过提取时账户
余额。提取总额不超过该套房屋加装电梯
实际分摊金额。特别提醒的是，职工应在
电梯竣工验收后的两年内提取，每名职工
只能提取一次。申请提取的职工及其配偶

如果有未结清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能
按照该通告提取住房公积金。

自《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七部门关于印
发天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指导意见的
通知》下发后，纳入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
围加装电梯竣工验收后，符合规定的，均可以
提取住房公积金。

带齐资料，全市公积金网点均可办理

全市住房公积金各管理部营业网点均
可办理提取手续，职工携带身份证、住房公
积金联名卡、房屋产权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
有效身份证件、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或公有住房承租协议、所装电梯的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表复印件、所装电梯分摊费用的全
款发票。

提取人为房屋产权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
配偶的，还应提供夫妻关系证明，包括同户籍
户口簿或结婚证。提取人为房屋产权人或公
有住房承租人直系血亲的，还应提供亲属关
系证明，包括：同户籍户口簿或出生证明或户
籍管理部门调取的户籍档案或公证部门出具
的关系证明等。

不能到场办理的，也可以委托他人代办，
提取职工委托他人代办的，还应提供代办人
二代身份证。

审核通过，当日完成提取

职工带齐资料到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所属管理部申请提取，管理部当时进行
相关业务审核，审核通过的当日完成资金提
取。需核实处理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
工作日内完成核实并将是否准予提取的决定
通知职工。

具体的文件、业务办理流程及要件，可以
登录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
（www.zfgjj.cn）、天津公积金App、“天津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或者
拨打住房公积金客服热线12329咨询。

探索包容审慎监管 促进激发市场活力

城市管理出台“免罚清单”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市城市管理委在城市管理领域探索包容审慎
监管，激发市场活力，出台《天津市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
免罚清单》。

根据《清单》，对轻微违法行为“免罚”。对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及时纠正，不予行政处罚。本“免罚清
单”涉及占路、户外广告、占绿破绿等城市管理领域，对四则地
方规章中6项条款覆盖的5种轻微违法行为设定免罚情形，并
将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五年，旨在对于市场主体“无
心之失”且未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予以“容错”，进一步优化我
市营商环境。
“免罚不免责”，成为一大亮点。免罚仅免除了行政处罚，但

并未免除所有责任，市场主体本身应及时履行纠正违法行为、消
除影响责任。同时，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对一线执法人员加强教
育宣传、加强证据固定，多数轻微违法行为仅“首次免罚”，如首
次免罚后再次出现违法，第一次被免罚也将与违法持续时间的
长短、造成的社会影响、纠正程度等因素一同被纳入处罚考量，
确保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行政执法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记者
从水上公园景区了解到，公园在做好
三级响应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下结
合景区管理实际，调整开放时间为
6:30—22:00（21:30停止入园）。开
放出入口为公园东门、西门、南门、北
门、动物园门。

据悉，全园公共游览区域正常开
放。根据游览要求，游客游览过程中
不扎堆、不聚集；禁止进行广场舞、团
体操、棋牌、聚众娱乐及其他未经审
批的群体性活动；禁止尬舞、野泳、使
用大功率音箱等影响其他游客正常
游园的不文明行为；严禁携带宠物入
园；严禁打逗野生动物。景区内禁止
放风筝，禁止折叠车、平衡车、成人滑
板车、电动车、助力车、20英寸以上儿
童自行车等车辆入园。

水上公园全园
公共游览区正常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