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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加速推进 国药新冠疫苗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超3亿！构筑坚实免疫屏障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
两部门：继续实施相关降费奖补政策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累计超过3亿
剂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8日通
报，截至2021年 5月7日，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0822.6万剂次，我国
正向构筑坚实免疫屏障的目标加速迈进。

当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
超过1.5亿例，多个国家出现爆发式增长，
亚洲成为国际疫情的新热点和重灾区。我
国部分城市检测到印度变异毒株，外防输
入压力加大。疫情防控呈现长期性、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接种疫苗构筑国内免疫屏
障容不得半点迟疑。

为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五一”假期旅游出行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冠病毒疫苗跨地
区接种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做出“五一”假
期疫苗接种不断档、跨地区根据接种凭证
续种疫苗系列部署，强化精细化管理，加快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疫苗企业全力挖潜增产，加快产出供
应，强化质量安全保障；对执行疫苗货物运
输任务的车辆实行免费、不停车、优先快捷
通行政策；疫苗接种点提高信息化水平，配

备急救急诊人员、急救设备药品、120救护
车、医院救治绿色通道，提供便捷、完善的接
种服务；科学确定前后两剂次接种安排，做
好异常反应监测处置，确保接种安全……细
致周到的政策安排，为人们安心接种筑起

坚强后盾。
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人以实际行动支

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少高龄老人也加入
了接种队伍。记者从北京市有关部门了解
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市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的人群中，60岁及以上的有167.5万
人，90岁以上的达两千多人，年龄最大的超
过了100岁。

在国内平稳快速推进接种的同时，中国
疫苗可望在全球“战疫”中发挥更大作用。世
界卫生组织7日宣布，由中国医药集团北京
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通
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成为第6种获得
世卫组织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验证的新冠
病毒疫苗。这为世界尽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有力武器。

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最有
效的方法，但个人防护同样不可松懈。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提示，目前全球绝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接种率仍然较低，短
期内不会形成免疫屏障，因此，个人仍需做好
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等自
我防护措施。
“虽然疫苗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但控制疫

情还将任重道远。”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说，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每个人都要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这
样才能继续维持好良好的形势。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7日电（记者 刘
曲）世界卫生组织7日宣布，由中国医药集
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
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
扩大了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
施计划”（COVAX）组合的疫苗库名单，并
有助于各国加快对新冠疫苗的监管审批。
中国国药新冠疫苗易于储存的特点使

其非常适用于资源匮乏的环境。它也是第
一款携带疫苗瓶监测器的疫苗，疫苗瓶上

的小标签会因疫苗受热而改变颜色，便于
卫生工作者判断疫苗是否安全可用。

根据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的
意见，世卫组织建议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
用于18岁及以上成年人，采用两剂注射、
间隔时间为3至4周。在参与试验的所有
年龄组中，该疫苗对出现症状患者和住院
患者的有效率被评估为79%。此外，世卫
组织不建议对中国国药新冠疫苗设置使用
年龄上限，因为评估数据显示，该疫苗对老
年人可能也有保护作用。

易于储存 便于判断
为什么是国药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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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7日电（记
者 石中玉）塞尔维亚劳动、就业、退伍军人
与社会事务部长泰帕夫切维奇和中国驻塞
尔维亚大使陈波7日前往中国驻南斯拉夫联
盟大使馆旧址，凭吊在1999年使馆被炸事件
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

泰帕夫切维奇和陈波一同向纪念碑敬
献花圈并默哀。泰帕夫切维奇表示：“今天
我们来到这里悼念在北约野蛮侵略中遇难
的中国记者……中国人民是我们的伟大朋

友，在我们面对挑战时，中国人民总是给予
全力支持。我们为拥有中国这样的朋友感
到荣幸，感谢中国人民。”
陈波积极评价中塞友谊，谴责侵略者的

暴行，并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回望历史、缅怀先烈具有更加
特殊的意义。“22年来，三位烈士的鲜血激励
着每一个中国人团结奋斗，去建设一个更加
强大的国家。”当天，中国驻塞尔维亚媒体记
者、部分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也向纪念碑

敬献花篮，悼念烈士。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

对南联盟进行轰炸，用导弹野蛮袭击了我国
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
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
颖不幸牺牲，同时炸伤数十人，使馆馆舍严重
损毁。2009年5月7日，贝尔格莱德市政府在
使馆旧址前竖立纪念碑，缅怀在北约轰炸中
牺牲的中国烈士，感谢中国在塞尔维亚最困
难时期给予的宝贵支持。

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旧址纪念
碑前的花圈。 本组图片 新华社发

国家网信办开展全网“大扫除”

整治“饭圈”乱象 打击李鬼 帮扶特困 养老护苗
——这些民生热点民政部又有新动作

除李鬼
打出一套打防并举“组合拳”

外表光鲜亮丽，背地里却干着骗钱敛财
的勾当是多数非法社会组织的共性特点。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为进一步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今年3月20日，民政部联合
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半月
的专项行动，重点对5类非法社会组织进行
打击整治。

这5类非法社会组织包括：利用国家战
略名义，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活动的非
法社会组织；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
样，或打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下属机构等
名义，进行骗钱敛财等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鱼目
混珠的非法社会组织；借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100周年开展评选评奖活动的非法社会组
织；开展伪健康类、伪国学类和神秘主义类活
动，以及假借宗教旗号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目前已排查非法社会组织线索35批，

共计216家；关停非法社会组织网站2批，共
计20家；曝光2021年第二批、第三批涉嫌非
法社会组织名单，共计21家；公布第一批、第
二批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
组织名单，共计160家。”发布会上，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黄茹介绍了专项行动至
今取得的成果。

在黄茹看来，人民群众对非法社会组织
的辨识能力不强是下一步工作亟需解决的难

点之一。黄茹表示，针对非法社会组织这一
特点，民政部门将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鼓励
和发动广大群众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查询及举
报。“如果在查询系统内输入名称没有显示结
果，那它就是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大家可以向
我们举报。”黄茹说。

帮特困
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可及性

特困人员生活困难、无依无靠、无人照
料，是困难群众中最困难、最脆弱的群体。截
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特困人员477.6万人，
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和照料服务，是各级
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责任。

为进一步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可及性，民政部近日对《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进行了修订。

记者注意到，修订后的《特困人员认定办

法》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将三级智力、精神残
疾人，二级肢体残疾人和一级视力残疾人认
定为无劳动能力；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延长至18周岁，同时规
定，年满18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者在普
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可继续享有救
助供养待遇，织密兜底保障网。

护老幼
多措并举综合发力

到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
突破3亿。如何帮助老年人安享晚年，一直
是民政部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

据民政部新闻发言人贾维周介绍，在养
老服务发展方面，今年一季度，民政部围绕联
合有关部门编制“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专项
规划、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推
动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等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工作。

近年来，养老理财、养老产品销售等领域
已成为非法集资“重灾区”。针对这一现象，
民政部将开展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防范和
处置工作作为今年第二季度工作重点之一，
帮助老人守好钱袋子。

养老、护苗一个都不能少。
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是健全儿

童福利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民政部已统计摸清全国高三在读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达6649名，为下一步开展助学活
动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2021年“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将通过整治网上历史虚
无主义、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
PUSH弹窗新闻信息突出问题、整治网上
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等8方面内容，在全
网开展“大扫除”，力求有效遏制网络乱象
滋生蔓延。
“最近综艺节目《青春有你3》打榜倒牛

奶事件再一次把‘饭圈’问题拉到了广大群
众的视野里，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引起了社
会的强烈关注和谴责。”国家网信办网络综
合治理局局长张拥军在发布会上说，追星本
来无可厚非，但是没有底线就成了问题。张
拥军说，今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把“饭圈”
网络行为列入治理重点，将通过聚焦问题，
处置清理有害信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加
强日常管理；综合施策，力争治本治源三个
方面开展工作，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

国家网信办新闻发言人、网络传播局
局长谢登科表示，针对PUSH弹窗推送新
闻信息中存在的稿源失序、内容失当、价值
失范、过度推送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将集
中整治移动客户端PUSH推荐违规“自媒
体”信息、标题党文章、导向错误信息等突
出问题，规范移动客户端PUSH推荐行为。

此外，为保护“少年的你”，今年“清朗”
行动还将重点打击“软色情”图文、视频，严
厉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不良网络社交行
为，深入整治网课平台推送低俗娱乐等与
学习无关的信息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 申铖）记者8日从财政部
了解到，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称，2021年至
2023年，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引导地
方支持扩大实体经济领域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通知，中央财政将继续通过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采用奖补结合的方式，对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
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等政策性引导较强
的省份进行奖补。

通知明确，将结合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对小微企业造成的
影响和原政策具体实施情况，对原政策进行适当完善。主要通
过增设奖励系数等，对于降费成效明显的地方提高奖励标准，
引导地方将小微企业年化担保费率降低到1.5%及更低水平；
继续通过设定区域补助系数，体现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7日表示，期待不久与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实现会晤。同日，白宫表示，美俄之间既有
分歧无须在两位领导人会晤前得以解决。

拜登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集
结军事力量“并不影响我对这场一对一会晤的渴望”。

被问及会晤是否会被安排在6月时，拜登说，“我相信我
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目前“没有任何明确的时间和地点”。

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俄双方
就举行领导人会晤的磋商正在继续，“我们正在解决一些后勤
方面问题——场所、地点、时间、议程以及所有细节”。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8日电（记者 尚昊）巴勒斯坦民众
与以色列警察7日晚在耶路撒冷老城内的圣殿山（穆斯林称
“尊贵禁地”）发生冲突，200余人受伤。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7日是斋月的最后一个主麻日，大量巴
勒斯坦穆斯林聚集在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祷告，其间与
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数百名巴勒斯坦民众向以警察投掷石
块、瓶子等，以警察发射橡皮子弹和闪光弹等进行回击，并关闭
了阿克萨清真寺和耶路撒冷老城的主要入口大马士革门。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8日电（记者 胡晓明）英国《柳叶刀》
杂志8日援引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发布的疫情模
型预测结果报道说，到8月1日，印度新冠死亡病例数将达“惊
人的”百万例。

这一著名的国际医学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说，印度必须在
疫情肆虐时重新调整其应对措施，并呼吁印度采取双管齐下
的策略抗击疫情，即加快接种疫苗和阻断病毒的传播。

文章指出，首先，要以必要的速度合理化推进疫苗接种。
增加疫苗供应，建立公平的疫苗分配系统，不仅覆盖城市，还
要覆盖占总人口65%以上的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其次，在
推广接种疫苗时尽可能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此外，还需扩
大病毒基因组测序规模，以更好地跟踪、了解和控制新出现
的、传播性更强的新冠变异病毒。

印度卫生部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401078例。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 吴雨 申铖）记者8日从中
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5月10日至19日发行的
2021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将推出手机银行
代销渠道，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率先“试水”。10日起，
投资者可实现“掌上”购买储蓄国债（电子式）。

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通知显示，这两期国债由
39家承销团成员通过网点柜台代销，其中28家承销团成员同
时通过其网上银行代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江苏银行四家手机银行试点成员，
还可通过其手机银行代销。

明日起国债可以“掌上”购买

工行等四家银行率先“试水”

国际微讯

希望尽快与普京实现会晤

拜登很期待 白宫“不设防”

《柳叶刀》援引评估机构疫情预测结果

印度新冠死亡病例8月将达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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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圣殿山冲突200余人受伤

塞尔维亚劳动、就业、退伍军人与社会事务部长泰
帕夫切维奇（前右）和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前左）
在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旧址纪念碑默哀。

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时有“冒头”，
应如何打击整治？特困人员生活困
难、无依无靠，应如何救助供养？为
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民政部又
有哪些新动作？民政部8日召开第
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部门负
责人对这些民生热点进行了回应。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8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在卫国
战争胜利76周年对外贺电中表示，当今应坚决抵制任何歪曲
虚构历史、篡改卫国战争结果、为纳粹分子及其走狗暴行洗白
的企图。

据俄总统网站8日消息，普京在对外贺信中说，在这一天
我们缅怀父辈和祖辈的功勋，他们或英勇地与敌人战斗，或在
后方忘我地工作。如今铭记那些艰苦岁月，把记忆转述给正
在成长的新一代，是我们道义上的责任。普京表示相信，在艰
苦战争年代形成的兄弟般情谊和互助传统至今仍是建立和发
展建设性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

发布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对外贺电

普京呼吁坚决抵制歪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