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费疫苗接种全攻略

2017.12.16��星期六 编辑 杨斯涵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迎 校对 黄蓉A05 要闻·民生

长沙宫颈癌四价疫苗预约已排到明年
疫苗上“酿酒酵母”只是培养基 还有哪些保护健康的自费疫苗值得打

本报12月15日讯 “我看到
疫苗上写着‘酿酒酵母’，那喝酒也
能防癌了？” 注射宫颈癌疫苗
（HPV）的时候，看到疫苗盒子上
写着“酿酒酵母”，市民黄女士惊呆
了。她好奇地向本报“求知”，HPV
疫苗和酿酒酵母有什么关系？是
不是平时做甜酒的酵母? 今天是
世界免疫日， 记者上午来到省疾
控中心门诊部，为黄女士解惑。

“酿酒酵母”是培养基

省疾控中心门诊部主任石琼
告诉记者，疫苗中的主要物质，也
就是抗原成分， 需要一定的培养
基才能生长扩增， 并不会平白长
出来， 就像树苗的生长需要土壤
一样，培养基就相当于土壤。

有许多的物质可以作为疫
苗的培养基， HPV疫苗上标明
“酿酒酵母”，说明其抗原成分以
酿酒酵母培养基生产出来。选择
哪种小宝作为培养基要综合考
虑生产工艺、产量、提取方式、安
全性等因素。

所以，疫苗在某种培养基中
培养扩增，并不意味着该培养基
也可以预防某种疾病。 也就是
说，HPV疫苗抗原胺成分是从
酿酒酵母中提取，这并不代表喝
酒就可以预防HPV感染。

石琼强调，注射疫苗目的是
提高机体对某一种特定疾病的

抵抗力，也可以说产生针对某一
特定疾病的抗体，为我们的身体
多设立一道“防火墙”，并不能增
强整体的免疫力，一种疫苗只能
预防一种或一类疾病。

预约注射已排到明年

“每天有百把人来接种。”记
者从省疾控中心了解到，HPV
疫苗11月底在长沙上市后需求
火热， 已有2万多人预约了接种
疫苗 。 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透露，目前长沙各区均
有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预
约接种，但是预约号码基本排到
了2018年。

排队接诊的市民中，以30岁
左右的居多。“40岁以上相对较
少，我们这登记了5名。”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20岁以上的居民，
都会推荐她们打四价HPV疫
苗。因此，相比四价HPV疫苗，二
价HPV疫苗相对“冷清”，并不需
要排队 。

据了解， 四价HPV疫苗湖南
首批到货预计20000支。但从目前
来看，预约人数较多，建议市民不
要扎堆预约。 湖南省其他各区县
的HPV疫苗则预计在12月中下旬
就可到货， 有需求的居民可以打
电话到当地卫生服务中心咨询。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亚娜
实习生 焦晨阳

人口红利已过去、 产能过剩、生
产方式落后，2017 年中国建筑行业
面临深刻转型。 同时随着互联网逐
渐将世界变成扁平化， 拓展了人类
生活的时空， 当居于闹市的人们知
道的并不比居住在偏僻乡村的人们
更多， 中国乡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 装配式建筑作为建筑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方向， 目前在农村已呈
现百花齐放的趋势。

轻钢结构建筑在世界发达国家，
已是低层、多层高密度住宅建设市场
普遍采用的建筑形式。 它具有美观耐
用、绿色环保、保温隔热、抗 9级地震

12级台风、 且采用工厂 3D打印技术
可以大批量生产来降低成本等优点，
成为建筑转型时期国家大力推广的
发展主线。

湖南喜来居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 CEO周国华先生说：“尽管目前
轻钢结构住宅在乡村已有星火燎原
的趋势，但并未形成行业标准，大家
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潮水未退之际，
谁也不知道谁在裸泳。 所以任何一片
蓝海先期靠胆量，后期靠质量取胜。”
有鉴于此，喜来居科技有限公司将重
心放在施工质量管控上，培养王牌施
工队伍，将其纳为公司股东，为喜来

居轻钢别墅质量负责。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脱离了马

斯洛基本需求层次，新消费升级时代
的来临，喜来居科技有限公司顺应这
一潮流，在安全舒适的基础上，倡导
喜来居轻奢墅———适度奢华的理念，
通过以互联网电商模式推广新型节
能环保建筑，来实现革新中国广大农
村乡镇和城市郊区的房屋安全与品
质，并且改变农村乡镇传统砖瓦房屋
快速贬值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状况，
帮助用户实现房屋的持续增值，改变
生活品质，成为住宅消费升级风口的
引领者。

喜来居：联手技术人才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
2017年 11月， 内地食品饮料

龙头企业，港股上市公司达利食品
集团（3799.HK）旗下的“豆本豆”
豆奶正式登陆香港市场。

达利食品集团营销总监林勇
介绍，“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豆奶消费市场，但是目前中国豆
浆豆奶市场还处于初级加工阶段，
特别纯豆奶根本处于空白状态。 ”
此次豆本豆进入香港市场，除了产
品质量有保障外，还必须经过厂检、
商检、报关、最后通关进入香港口
岸，经历了重重关卡。而豆本豆香港
产品和大陆产品完全同线、同工艺，
严格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生产，从豆
源建设、技术装备、科技研发、营养
配料、物流及市场运输各个环节都
融合了先进的国际基因。

据介绍，豆本豆的豆源全部来

自东北黑
土地的非
转基因大
豆， 在工
艺上，豆
本豆不添
加食用香
精、 防腐
剂， 采用
全球先进
的全豆研
磨技术，以现代化工艺生产的包装
保证卫生安全， 全程无菌生产、严
密包装。

我们相信， 豆本豆进军香港
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达利集团将
继续规划布局， 让更多产品走向
世界。

文 曹琼

12月 1日，奥德赛超级辣爸型尚
秀专场在湖南卫视 《天天向上》播
出，明星辣爸、模特辣爸、跑酷辣爸同
台竞技，逗趣演绎带娃环节、积极共
享带娃辣招，为众粉带来了一次火花
四溅、爆笑十足的辣招比拼之旅。 集
颜值、品位、才智于一身的全享型座
驾奥德赛，则全程为辣爸们的睿智精
彩表现打 call。

何谓“辣爸” ？ 颜值辣？ 身材辣？
态度辣？ 型格美男吴尊、型格猛男刘

畊宏和型格酷男郭京飞现身奥德赛
《天天向上》超级辣爸专场，生动诠
释他们对于“辣爸” 内涵的理解。 除
了三位明星辣爸之外，主持人汪涵同
样也是一位观点睿智、“女儿奴” 属
性爆棚的辣爸，他们开心畅谈，从爸
爸身份为自己人生带来的正面转变，
到挑选亲子出游座驾最注重安全性
与大空间， 话题既引人深思又接地
气。 被誉为辣爸出行最佳装备的奥德
赛多次出现在嘉宾话题里。 作为奥德

赛老车主的郭京飞，在荧屏前对这款
宜商宜家，全享型MPV满意之情溢于
言表。“我们家第一台车就是奥德赛，
选择它不仅因为大 7 座功能的实用
性，更因为它后排空间非常适合给孩
子安装安全座椅，全家出行既能有安
全感又不牺牲舒适感。 ”

随着《天天向上》辣爸型尚秀节
目播出，关于辣爸型格的话题再度被
炒热，奥德赛与明星辣爸一起，成功
收获关注。

奥德赛携手《天天向上》打造辣爸专场

首批 FOF募集火爆， 第二批
更多产品也已“在路上” 。 业内人
士认为，ETF作为标准化的工具型
产品， 有望成为 FOF的重要底层
资产产品。目前市场上唯一跟踪深
证红利指数的基金———工银瑞信
深证红利 ETF长、中、短期收益均

领跑同类， 可成为 FOF资产配置
的良好选择。 据银河证券数据，截
至 12月 8日， 今年以来工银深证
红利 ETF累计收益达 41.85%，位列
同类 100多只 ETF基金第 4， 其联
接基金更以 39.04%的累计收益高
居同类亚军。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 ETF投资价值显著

豆本豆登陆香港市场，港陆同质共享

临近年末，货币类产品又到收
益“黄金季” 。 据 Wind 数据，中银
基金旗下多只货币基金及理财债
基近期七日年化收益率连日突破
4%，为持有人赚取过年“红包” 。

至 11月 30日，中银如意宝 A、
B份额七日年化收益率均值各为
4.4216%和 4.3264%，在同类产品中
名列前茅；理财债基中，中银理财

90天 A、B今年以来的七日年化收
益率均值各为 4.1129%和 4.3944%，
中银理财 30天 B和 7天 B皆突破
4%。 从长期看，中银活期宝、中银
薪钱包自成立以来收益率各达
15.15%和 12.57%。 中银基金今年已
二度荣获“金基金·债券投资回报
基金管理公司奖” ，在固定收益投
资领域成绩卓著。

中银多只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连日
超“四”

随构建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型社
会过程的深入，“3R原则” 日渐重要，
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和
Recycle（再循环）的有效执行，正影
响越来越多的加工制造企业。 实践
“3R原则” 不仅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更是其社会责任的高度体现。

住友橡胶（湖南）有限公司正是
“3R原则” 的践行者。公司自 2010年
创立以来积极致力于 3R发展， 凭借

突出表现赢得了日本 3R推进协会的
认可， 在近日于东京举办的 2017 年
度 3R推进功劳者表彰大会上斩获
3R推进协会会长奖， 公司总经理岸
上先生出席并接受表彰。 3R推进协
会会长奖是日本 3R推进协会为表彰
在该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个人、团体
而设立的重要奖项， 是对企业 3R贡
献的权威肯定。 获得该奖项的住友橡
胶（湖南）有限公司，于 2016 年达成

填埋废弃物 100%零排放， 用行动积
极诠释了发展循环经济的题中之义。

应对全球性的 3R趋势， 住友橡
胶实施前瞻布局，将优质的环境理念
落到实处。 随着住友橡胶（湖南）有
限公司实现填埋废弃物 100%零排
放， 推进了中国轮胎制造产业的发
展。住友橡胶将继续坚持 3R路线，不
断拓展 3R活动，积极实现更高质量、
更具价值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制造聚焦产业未来 住友橡胶打造 3R标杆

连线
今天是世界强化免疫日。免疫力就好

像人身上的防护层， 是健康的一道防护
墙。而人们往往进行免疫的方式，大多是
通过接种疫苗来达到预防和控制。

石琼主任表示，除了一些基本的免费
疫苗外，还有不少的自费疫苗，可以防御
很多疾病。

肺炎疫苗市面上有很多
种，主要使用的是13价和23价
的疫苗。其中23价疫苗适用于
2岁以上人群。

●疫苗价格：23价肺炎球
菌多糖疫苗：200元/剂（另收

取20元疫苗接种服务费）
●接种时间：打一针，5年

后加强即可，加强之后无需再
打。建议老年人，有肾病、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及免疫力低下
的患者接种肺炎疫苗。

●提醒：怀孕或发烧期间
不能接受注射。慢性病急性发
作期间不宜注射，过敏体质者
谨慎注射。

流感疫苗

乙肝疫苗用于预防乙型
肝炎。 戊肝疫苗用于预防戊
型肝炎。戊型肝炎是一种通过
肠道传播的非甲非乙型肝炎。
多见于秋冬季。

●疫苗价格：乙肝疫苗65
元/剂 戊肝疫苗160元/剂
（另收取20元疫苗接种服务
费）

●接种程序：乙肝疫苗和
戊肝疫苗接种程序相同，皆为
0-1-6程序，即接种第1针疫苗
后， 间隔1及6个月注射第2及
第3�针疫苗。 之后每过3-5年
再打一针加强即可。戊肝疫苗
目前不需要加强。

●提醒：怀孕或发烧期间
不能接受注射。慢性病急性发
作期间不宜注射，过敏体质者
谨慎注射。

乙肝疫苗和戊肝疫苗

肺炎疫苗

流行性感冒 (简称流感)
是一种由病毒引致的常见疾
病， 流感高峰期分别为一至
三月和七至八月。

●接种时间：建议每年都
打，9月份开始接种效果最好，
有效期为一年。 尤其建议老年
人、儿童、家中有幼儿的家长以
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注射流感
疫苗，以提高流感免疫力。

●疫苗价格：45元-85元
/剂（另收取20元疫苗接种服
务费）

●提醒： 鸡蛋过敏者不
能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湖南
省疾控中心每年8、9月份开
始就可以注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