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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个人不负担费用
新华社消息 针对公
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费用
问题，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权威回应：在知情自
愿的前提下，居民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所产生的疫苗
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用，将
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
担，
个人不负担。
“由于建立免疫屏障

需要相当大比例的人群接
种疫苗，因此有必要采取
特殊的举措，
来解决接种疫
苗所需的费用问题。”国家
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会上说，目前，我们正在配
合相关部门研究拟定疫苗
附条件上市后，
疫苗接种费
用保障的细化操作方案。

李滔说，通过主要动
用医保基金滚存结余和财
政资金共同承担新冠病毒
疫苗及接种的费用，不影
响当期医保基金的收支，
也不会影响公众看病就医
的待遇。从长远看，实行全
民免费接种疫苗，有利于
快速建立免疫屏障，维护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经

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而
进一步促进医保基金长期
可持续运行。
对 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启动的这一轮重点人群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
新介绍，
我们要求各地参照
核酸检测“应检尽检”的模
式，
由各级政府组织和安排

全国累计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900 多万剂次
新华社消息 国家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
疫苗研发专班负责人曾益
新 9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去年 12 月 15 日以来，我国
正式开展重点人群的接种
工作，迄今为止，全国重点
人群接种量已近 750 万剂
次，加上之前针对高风险
人群接种的 160 余万剂次，
我国已累计开展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 900 多万剂次。
曾益新说，在接种工

作中，我们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接种点设置规范、接
种人员严格规范培训，受
种人员筛查、不良反应监
测、应急救治、严重不良反
应专家会诊等一系列制
度，确保接种工作安全顺
利。
“在接种过程中都有
相关要求，接种医生包括
基层的接种单位，也是按
照这个要求去做。”中国疾
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介绍，我们也会提
前告知受种者，在这之前

做什么样的准备。接种之
前，把疫苗的特性和疫苗
存在不良反应的情况进行
告知，在知情同意之后进
行接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负责人崔钢介绍，在整
个实施过程中，各地把接
种安全放在非常重要位
置，提前在每个接种点准
备了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的
医疗救治人员，包括急救
设备、药品，确保第一时间
能够及时识别、快速处置。
“900 多 万 剂 次 的 接

种，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新
冠病毒疫苗良好的安全
性。”曾益新说，随着新冠
病毒疫苗附条件上市，特
别是随着生产供应保障能
力逐步提升，我们将全面
有序地推进高感染风险人
群、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
的接种工作，并实施全民
免费接种。通过有序开展
接种，符合条件的群众都
能实现“应接尽接”，从而
构建起免疫屏障，阻断新
冠病毒的传播。
（沐铁城 王琳琳）

雪域女警
1 月 9 日，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特警支
队直属女子中队的队员们
在阿尼玛卿山脚下参加高
原野外适应性训练。在 1 月
10 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来临前，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治州公安局特警支队直

费用保障，
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的接种，
个人不承担疫苗
的成本和接种费用。
“新冠病毒疫苗的定
价和向全民免费接种是不
矛盾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
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表
示，企业按照新冠病毒疫
苗公共产品的属性，依据

成本定价，政府相关部门
也会按照相应程序与价
格，向企业进行购买，为全
民免费接种。
曾益新表示，近期河
北出现的疫情状况表明，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任务艰巨繁重，
“ 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依然
巨大。（彭韵佳 田晓航）

中宣部授予
漳州 110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新华社消息 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福建省漳州 110 的先
进事迹，
授予他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福建省漳州 110，全称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巡
特警支队直属大队，1990 年引领全国建立 110 报警服
务台和快速反应机制，实现了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
务群众功能的有效整合，赢得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充分
肯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被百姓亲切地誉为“远
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 110”，推动 110 成为人民
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牌。中宣部当时会同有关部门，
将漳州 110 作为全国重大典型进行宣传，在全社会引
起广泛深刻影响。进入新时代，漳州 110 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
党建引领，筑牢忠诚警魂，深化警务机制改革，着力打
造漳州 110 升级版，积极拓展建立网格治理“社区（乡
村）110”，进一步提升打击犯罪和服务群众的整体效
能，有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授予福建省漳州 110 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
放了反映漳州 110 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
同志为“漳州 110”成员代表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牌和证
书。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福建省委有关负责同志和漳
州 110 成员代表参加发布仪式。

属女子中队的队员们不畏
严寒，在海拔近 4000 米的

去年涉医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近三成

果洛草原上坚持训练。骑
马、
射击、
野外适应性训练，
队员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人民卫士的铮铮誓言。
摄 影/新 华 社 记 者
张

龙

抖音平台被行政处罚
新华社消息 近期 ， 别主播直播的游戏未经审
有限公司作出行政罚款的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北京
批，且含有血腥、暴力、恐
处罚，责令立即改正有关
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导
怖等内容；部分主播和平
违法行为，并要求该公司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台用户通过发布微信号、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总队对“抖音”平台进行约
二维码等方式引流到其他
内容管理，对发布色情内
谈，对其传播淫秽色情低
平台进行违法违规活动。 容及引流信息的用户坚决
俗信息行为作出顶格罚款
经执法人员勘验取证，相
予以封禁。
的行政处罚。
关内容属于“宣扬淫秽、赌
据统计，2020 年全国
经查，
“ 抖音”平台中
博 、暴 力 或 者 教 唆 犯 罪 ” “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中
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性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
心共接到反映涉“抖音”平
挑逗、性暗示和抽烟、说脏
优秀文化传统”。文化执法
台传播色情低俗信息的举
话等行为，部分直播间评
部门依法对“抖音”平台运
报线索 900 余条。
论弹幕存在低俗内容；个
营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负责人指出，任何国家
的法律都不容许把人的丑
行、恶行当作网络流量和
卖点。大型互联网平台用
户数量庞大，动辄亿计，一
旦有害内容公开传播，将
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对大型互联网企业加强内
容监管，是为了促使其在
法治轨道上更加健康发
展，有利于规范网络传播
秩序，构建良性竞争的大
环境。

新华社消息 2020 年，各地公安机关共查处各类
扰乱医疗救治秩序案件 290 余起，排查整改医疗机构
治安隐患 2.3 万余处，排查化解涉疫涉医矛盾纠纷 7.2
万余起，
涉医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9.2%。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安部部署各地公安机关
迅速提升定点医疗机构勤务等级，按照“一院一专班”
原则，
每日部署 10 万余名警力对全国 2800 余家定点医
疗机构实行 24 小时重点巡防，
依法快侦快破涉医违法
犯罪案件，
全力维护定点医疗机构安全有序运转。
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入境隔离点所在地和边
境城市公安机关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全面落实转运、治疗、隔离、留观等
措施，强化隔离点内部安保及周边安全秩序维护，加
强交通安全保障，确保了入境人员从国门边境到隔离
点的安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将抓好维
护安全稳定各项措施落实，继续指导医疗机构和入境
隔离点强化安保措施，全力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和入境
隔离点安全有序，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
保障，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健康。
（熊 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