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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牌

【招聘信息】

上海乾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策划

要求：本科，21 至 30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5500 至 7000

上海晟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前台

要求：大专，22至 30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4500 至 6000

岗位：单证员

要求：大专，22至 42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6000 至 8000

上海忠叙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国内采购

要求：大专，21 至 50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5000 至 8000

岗位：出纳

要求：大专，25至 45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5000 至 6000

昴氏（上海）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部订单管理员

要求：大专，21 至 35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6000 至 8000

岗位：客服代表

要求：大专，26 至 38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8000 至 9000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代表

要求：高中，18至 40 周岁，做
六休一
月薪：7000 至 10000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52160606-2007

新冠疫苗“加强针”全面启动，这些知识你应该知道
目前，接种疫苗仍是强化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针对重
点人群，全国多地已经启动疫苗
“加强针”的接种工作。新冠疫苗
“加强针”保护力如何？目标人群
有哪些？来看看这些问答。

为什么要开展新冠疫苗加强免疫

接种？
预防新冠肺炎最好的办法是

接种疫苗。从国内外研究结果看来，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在预防重
症、降低死亡率等方面效果显著。但
接种疫苗一段时间后，疫苗对部分
人员的保护效果可能会减弱，适时
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可以使已经逐步
减少的中和抗体快速增长或反弹，
从而产生更好的保护效果。

现阶段，可用于实施加强免疫接种
的疫苗有哪些？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展

和有关部门研究论证情况，当前可
用于实施加强免疫接种的疫苗有
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
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

和天津康希诺公司和腺病毒载体
疫苗。

目前，实施新冠疫苗加强免疫的人
群年龄范围是如何规定的？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全程接

种上述疫苗满 6个月的 18 岁及以
上人群中实施加强免疫接种。

目前加强免疫接种的目标人群有

哪些？
目前，优先在新冠病毒感染高

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
关键岗位人员及老年人群中开展
加强免疫，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
种需要的人群，也可以根据需求进
行加强免疫接种。

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与全程免

疫间隔多久？
现阶段加强免疫接种在完成

接种 6个月后实施。即在新冠病毒
灭活疫苗第 2 针接种后一般要求
间隔 6个月，才能再进行加强免疫
剂次的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
后 6个月进行加强免疫。

如何确定加强免疫接种的新冠疫苗？
现阶段，使用已接种过的原疫

苗进行加强免疫。其中，使用同一
种新冠疫苗病毒灭活疫苗完成两
剂次接种的人群，原则上使用原灭
活疫苗进行 1 剂次加强免疫；使用
不同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
人群，原则上优先使用与第 2 剂次
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 1 剂次
加强免疫，如遇第 2 剂次相同疫苗

无法继续供应等情况，可使用与第
1剂次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 1
剂次加强免疫；使用腺病毒载体疫
苗接种的人群，使用原疫苗进行加
强免疫。

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是否收费？
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仍按

照居民免费接种的政策实施。
（健康中国、上海长宁）

长宁人 “加强针”这样预约接种

根据市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信息 ，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已全面
启动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
市民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前

往长宁区 3 家医疗机构和 1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新

冠病毒的加强免疫。

扫码查看具体操作流程

为进一步打响虹桥国际资产管理品
牌、汇聚各方智慧推动西郊国际金融产业
园二期建设，首届虹桥国际资产管理论坛
将于 12月 8日在虹桥迎宾馆举办。
论坛将由长宁区发改委、投促办（金融

办）和新泾镇人民政府共同举办，银行、证
券、保险、期货、信托、资产管理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业内知名专家
学者，及专业媒体将亲临现场。
位于长宁区新泾镇的西郊国际金融产

业园，是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认定
的“虹桥商务区特色产业园”。目前，园区
已吸引 52 家金融类企业入驻，资金管理规
模超过 500 亿元。新泾镇已启动西郊国际

金融产业园二期规划，探索建设面向长三
角、辐射全国的资产管理集聚区，以此为基
础将新泾镇打造为市场认同、机构认可的上
海西部片区资产管理中心，进一步强化长宁
区资产管理要素集聚，助推长宁区金融产业
跨越式发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上海全球资
产管理中心建设大局。

大咖云集畅谈发展
头脑风暴碰撞未来
首届虹桥国际资产管理论坛下月举办

【活动预告】

【健康提示】

这些“细菌聚集地”，我们每天都在用！
很多爱干净的人一点都接受不了稍微脏

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些你不以为意的物品，实
则藏满了细菌，而且可能每天还都在接触它。

长期不换的菜板：
细菌繁殖的“天堂”
菜板，家家户户必有一个，切菜剁肉离不

开。一般家庭中用的菜板很少更换，但实际上
用久的菜板非常“脏”。所谓的“脏”，并不
是指大家肉眼能见得到的脏，而是多数情况
下看不到的微生物，尤其一些有害的细菌、
真菌。菜板放置和使用的厨房，温度较高、湿
度较大，通风也不是很好，容易让一些有害
微生物、条件致病菌等生长繁殖。此外，菜板
常常都是潮湿的，用久之后菜刀会在表面留
下一些深深浅浅的道道，脏东西和里面的食
材残渣难以清理，再加上一些富含蛋白质、
脂肪的食物残留在菜板上，清理不干净会残
留一些有机物，使得菜板成了病原微生物繁
殖的“天堂”。

从未清洗的空调：
细菌含量是马桶的 60 倍
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曾测试过

一户人家没有清洗过的空调、马桶和抹布的

细菌数量，结果发现：空调散热片的细菌含量
是马桶的 60倍，是抹布的 10 倍。更重要的
是，在空调散热片中还检出了金黄色葡萄球
菌、军团菌等十几种致病菌。2014 年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上海、北
京、深圳等地进行家用空调入户调研后发现，
88%的空调散热片细菌总数超标。检测发现，
空调散热片每平方厘米的细菌含量达 288～
1200cfu (cfu 指单位体积中的活菌个数)。空
调散热片的细菌含量是马桶的 60余倍。

公共卫生间洗手液：
可能是病原菌的温床

2020 年 10 月 17 日，韩国媒体报道，来
自韩国忠北保健科学大学的研究小组对清州
市公共卫生间的洗手液进行了检测，结果在
92%的洗手液里发现了病原菌。研究人员表
示，这些洗手液是后期持续灌注进洗手装置
的，用来洗手可能会产生传播细菌的反作用。
2013 年，央视财经《是真的吗》栏目曾做过
一次“公共场所洗手液调查”，曾对北京很多
商场和餐厅的卫生间进行了采样，结果显示：
多个公共场所卫生间的洗手细菌超标，其中，
首都国际机场的细菌数量为每克 60 万个，是
国家标准的 600倍。

戴久的口罩：
高温高湿，有利于细菌繁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口罩已经成

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但是
关于正确戴口罩，也有着各式各样的说法。
而有的人，随着疫情逐渐平稳常态化，换
口罩的频率也逐渐降低。但是，口罩长戴
不换，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的皮肤表面
存在着各种细菌，在日常状态下，这些细
菌和我们的皮肤屏障之间维持着一个微妙
的平衡，保持着皮肤的健康。但是当口罩
覆盖时间过长，温度和湿度增加，这种情
况下，皮肤角质层的通透性会提高，会增
加有害物质对皮肤的刺激，增加皮肤敏感发
生的几率。

公共卫生间烘手器：
会加速细菌扩散

在公共卫生间里，除了洗手液，烘手器
也同样是“细菌聚集地”。2018 年 4 月，美
国康涅狄格大学研究人员在《应用与环境
微生物学》 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指出，
公共厕所的热风干手器会“吸入”冲厕时
溅起的细菌和细菌孢子，再喷到刚洗净的
手上。同时，鼓风机的存在还为细菌开通了

“高速公路”，让重新分布的细菌不只是落
在上厕所的人身上，还分散在整个建筑里。
研究人员表示，经过对比，使用干手机的洗
手间，比那些使用纸巾的洗手间，细菌数目
高出三倍。因此研究人员建议：洗好手后，用
纸巾擦干手，可以减少细菌的扩散，降低交
叉感染的可能。

（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