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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适龄女性将免费接种 HPV 疫苗
第 1 剂次接种在今年 9 月-11 月，
第 2 剂次在明年 3 月-5 月
■记者 陈丹
福州晚报讯 昨日，
记者从福
建省疾控中心官方微信“福建疾
控”
获悉，
2022年福建省适龄女性
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实施准备
就绪。
据悉，为贯彻落实健康福建
战略要求，降低福建省适龄女性
宫颈癌发病率，
根据省委、
省政府
《关于开展 2022 年为民办实事工
作的通知》要求，
省卫健委联合省
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妇联于今年
5 月份下发了福建省适龄女性人
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
“HPV
疫苗”
）免费接种项目的有关文
件。
目前，
疫苗采购、
培训等相关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本项目采用
国产双价 HPV 疫苗，
实行统招分
签、省招县采方式采购。近日福
建省政府采购网已对采购结果进
行公告，
此次中选疫苗品牌为：
沃
泽惠，规格：0.5ml/支，含 HPV 16
型 L1 蛋白 40μg、
HPV 18 型 L1 蛋
白 20μg。供应商：玉溪泽润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此次中选的疫苗
供除厦门外其余地市使用（厦门

市由其自行采购）。
此外，针对 HPV 疫苗接种相
关热点问题，省疾控中心也逐一
作出解答。
热点问答
问：我省适龄女性免费接种
对象有哪些？
答：
具有福建省学籍或户籍、
未接种过 HPV 疫苗且年龄在 13
周岁至 14 周岁半（2008 年 3 月 1
日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女
性。特别提醒：本项目不收取任
何费用。
问：
接种原则有哪些？
答：知情同意、自愿接种、免
费接种、充分告知、属地管理、学
校组织、
规范有序、
安全接种。
问：此次项目的免疫程序？
开展接种时段？
答：接种两剂，
第 0、6 月各接
种 1 剂，两剂间隔不小于 5 个月。
采用肌肉注射，首选接种部位为
上臂三角肌，
每剂次 0.5ml。接种
服务拟开展时段：第 1 剂次约在
2022 年 9 月-11 月，
第 2 剂次约在
2023年3月-5月。
问：HPV 疫苗接种禁忌有哪
些？非 HPV 疫苗接种禁忌有哪

些？
答：
接种禁忌：
对疫苗中任一
活性成分或辅料严重过敏反应
者。
暂缓接种：患有未控制的癫
痫、脑病、其他进行神经系统疾
病；
中重度急性疾病；
血小板减少
症患者或凝血功能紊乱者；患急
性疾病者；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
发作期者；
正在发热者；
妊娠期妇
女。
非接种禁忌：上次接种后有
轻中度局部反应或发热；有过敏
但非对疫苗成分过敏，
HPV DNA
阳性者等。
问：
接种 HPV 疫苗可以预防
宫颈癌吗？
答：可以。9~45 周岁女性均
可接种 HPV 疫苗，
在此年龄段越
早接种保护效果越好。HPV疫苗
的安全性及保护效果已被广泛证
实。
问：
接种 HPV 疫苗后是不是
就不会得宫颈癌了？
答：不一定。高危型 HPV 持
续性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
素。已知至少 70%的宫颈癌与
HPV-16 和 HPV-18 感染有关，
目

每人 3000 元
第二期汽车消费券来了
■记者 江海
福州晚报讯 近期打算购车
的市民，
您的
“补贴”
来了。记者
从市商务局获悉，
福州将于9月
23 日至 10 月 16 日期间，
发放总
额为60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
这
也是
“惠聚榕城 福见商旅”
福州
汽车消费券活动的第二期。
根据活动方案，全体在榕
人员（包括域外来榕人员），于
活动期内在按照国家汽车销售
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备案且注册

在福州市（六区六县、除平潭 （行驶证首次注册时间在 2022
外）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单价 5 年 9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6
万元及以上（价税合计）一手七 日期间，已参加过汽车消费券
座及以下非营运乘用汽车新 或汽车补贴活动的旧车牌不予
车，并在指定消费终端使用银 以参与），
个人消费者的机动车
联卡刷卡支付方式支付 2 万元 销售统一发票、新车行驶证为
及以上购车款（需保留并上传 同一用户的，
可以申领 3000 元/
POS签购单），
取得福州市（六区 人的汽车消费券。
六县、
除平潭外）机动车销售统
本次活动的汽车消费券，
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按车主提交补贴材料的时间顺
开票日期在2022年9月23日至 序，先到先得，活动名额用完，
2022 年 10 月 16 日期间），在福 系统将自动停止受理用户的活
州市缴纳车辆购置税并上牌 动申请。

我省发放800万元出行大礼包

上支付宝搜
“绿色出行”
申领
■记者 江海

为城市生活新风尚。
9月22日，
福建居民通过支
福州晚报讯 今年 9 月 22 付宝搜索
“绿色出行”
，
可领取公
日是第 25 个世界无车日。为倡 交、
地铁 5 折券，
在世界无车日，
导绿色出行，传递低碳生活理 用少开一天车的方式，为地球
念，
支付宝将联合全国超 100 城 添一份绿色。而 9 月 23 日至 10
开展“绿色出行 约惠金秋”主 月 8 日，福建人民和游客通过
题活动。在福建各地市交通局 支付宝搜索“绿色出行”，可以
的指导下，
福州、
厦门、
泉州、
龙 领取价值 30 元或最高 40 元的
岩等多城公交、地铁联合支付 绿色出行福利礼包，
包含公交、
宝宣布
“绿色出行主题活动月” 地铁、高德打车、哈啰单车、火
正式启动，向福建人民和游客 车 12306 购票等优惠券，扫码
发放 800 万元出行大礼包。人 过闸和在线支付时可直接抵
们在支付宝搜索
“绿色出行”
便 扣。数量有限，
领完为止，
活动
可领取券包，用实际行动践行 期间每名用户可领取一次活动
绿色出行理念，让低碳绿色成 权益。

此外，
市民还可以在福州、
厦门、
泉州、
龙岩多个公交或地
铁站点，看到此次活动的主题
画面，手机扫描二维码也可领
取绿色出行福利。
同时，自 6 月福建乘车码、
健康码完成同屏展示功能升级
以来，
目前，
在支付宝乘车码页
面，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
州、漳州、南平、龙岩、宁德 9 个
城市的公交乘车码，
福州、
厦门
2 个城市的地铁乘车码，
可一屏
切换健康码和乘车码，无需返
回首页点击。这样不仅方便市
民快速通行，也方便防疫人员
检查。

前 上 市 的 HPV 疫 苗 可 以 预 防
HPV-16 和 HPV-18 感染相关宫
颈癌。因此，
接种 HPV 疫苗能在
很大程度上减少宫颈癌的发生，
但适龄女性仍需定期接受宫颈癌
筛查，
减少宫颈癌的发生。
问：
孩子处在发育阶段，
注射
HPV疫苗对身体发育有无影响和
伤害？
答：
根据 HPV 疫苗上市 10 多
年的临床使用数据，HPV 疫苗有
效并且安全，
尚未提示 HPV 疫苗
对身体发育有不良影响。在中国
境内已获批上市的HPV疫苗均已
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
准。
问：
接种程序进行到一半时，
可以换不同型别 HPV 疫苗替代
接种吗？
答：
由于暂无相关研究数据，
优先考虑用同一种疫苗完成全程
免疫。适龄对象享有免费接种本
次项目提供的二价HPV疫苗的权
利。
问：
二价、
四价、
九价 HPV 疫
苗的预防型别和预防效果区别在
哪？
答：目前我国上市的 HPV 疫

苗有二价、四价、九价三种，二价
HPV 疫苗可预防高危型 HPV-16
和 HPV-18 感染；四价 HPV 疫苗
在二价的基础上，增加了低危型
HPV-6 和 HPV-11，可预防生殖
器疣；
九价 HPV 疫苗在四价的基
础上又增加了 5 种高危型 HPV31、HPV-33、HPV-45、HPV-52、
HPV-58。
已知至少 70%的宫颈癌与
HPV-16 和 HPV-18 感染有关，
因
此二价及以上的HPV疫苗可基本
满足适龄女生预防宫颈癌的需
求。
问：有没有必要等待以后接
种九价HPV疫苗？
答：世卫组织关于 HPV 疫苗
立场文件，对三种疫苗推荐没有
偏好。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二
价、四价和九价疫苗在预防宫颈
癌（由HPV-16和HPV-18这两个
型别导致）方面可以提供相当的
免疫原性和保护效力，根据现有
的条件，
接种三种 HPV 疫苗中任
何一种都是可以的。建议适龄女
性尽早接种HPV疫苗，
早接种、
早
保护。

私家车年检周期
下月起调整
10年内只需在第6年、
第10年
到检验机构上线检验
■记者 林春长

次，调整为每年检验 1 次。对
摩托车，
将原 10 年内上线检验
福州晚报讯 近日，公安 5次调整为检验2次（第6年、
第
部、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 10 年），10 年以后每年检验 1
部、
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 次。
深化机动车检验制度改革优化
此次调整后，非营运小客
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从 10 车、摩托车在 10 年内，只需要
月 1 日起，我国将进一步放宽 在第 6 年、第 10 年到检验机构
私家车检验周期。此次改革， 上线检验，其间每两年申领一
将进一步优化调整非营运小微 次检验标志，取消了第 8 年上
型载客汽车（9 座含 9 座以下， 线检验的政策；超过 10 年的，
面包车除外）、摩托车检验周 每年上线检验1次。
期。
交警提醒，车主可以登录
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推 “交管 12123”手机 APP 申领电
进新车 6 年内免检、跨省异地 子检验标志，
不需要再申领、
粘
检验、检验标志电子化、货车 贴纸质检验标志。
“三检合一”
等多轮车检制度改
值得注意的是，
面包车、
非
革。此次四部门部署深化车检 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车和造成
改革，围绕推进车检服务标准 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车辆这三
化、
规范化，
提出了系列优化车 种车仍需按原规定周期检验。
检服务新举措，减少排队等候
除此之外，新规还将推行
时间，
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多项车检制度改革新措施，在
福州交警部门相关人士表 优化车检服务流程方面，各地
示，根据最新规定，10 月 1 日 将推行车检
“交钥匙”
便捷办服
起，
对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 务，
优化车检服务流程，
由检验
将原10年内上线检验3次调整 机构工作人员一次性负责办
为检验 2 次（第 6 年、
第 10 年）， 结，车主办理车检只需排一次
并将原 15 年以后每半年检验 1 队、
全程一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