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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瑞娴 齐华伟）

5月13日~15日， 亚洲科

学理事会大会在广州南沙举办。国际呼吸

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

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发表主旨演讲，讲述

中国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以及下一

步如何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

钟南山向与会的科学家们分享了中

国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时间轴和应对

策略。中国秉持“生命至上”的原则，在较

短时间内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较长

时间内做好了常态化疫情防控。

钟南山分析，群体免疫可通过自然

感染

（无干扰下的感染 ）

和大规模接种

疫苗两种方式实现。 如采取大规模疫苗

接种方式， 需要2~3年的全球协作方能

完成。 如通过自然感染的方式，则全球

人群将付出70%~80%被感染，5%死亡的

代价。“因此，自然免疫是不现实，不科

学，不人道的。 ”

据介绍， 中国有7类疫苗已进入临

床实验第三阶段，其中灭活病毒疫苗有

4种候选疫苗，蛋白亚单位疫苗有2种候

选疫苗，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有1种

候选疫苗。 除此之外，还有19种候选疫

苗已进入临床实验，40多种候选疫苗进

入临床前研究。

钟南山表示，根据研究预计，如果

疫苗有效率在70%的情况下， 国内需要

83.3%的接种率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如

果疫苗有效率为80%的情况下， 国内需

要72.9%的接种率可实现群体免疫。

钟南山出席亚洲科学理事会大会时表示：

接种疫苗实现全球群体免疫需2~3年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昨日上午，越秀区教育局举行

教育部门办幼儿园招生电脑摇号仪

式。 据悉，今年越秀区教育部门办幼儿

园共20所， 电脑摇号招生总计划1366

人，截至5月12日17时30分，报名人数

为5982人， 报名人数与面向社会电脑

摇号招生计划数平均比例为4.38:1。

根据现场展示的报名情况， 东山

教工幼儿园报名人数与面向社会电脑

摇号招生计划数比例最高，为28.17:1。

据了解， 东山教工幼儿园是小区配套

幼儿园，此前已经招录小区幼儿，只剩

下6个学位，但有169人报名。

此外，锦城幼儿园、黄花实验幼儿

园、 中六幼儿园由于小区业主子女的

报名人数已超过幼儿园的招生计划

数，因此，这3所幼儿园只面向已报名

小区业主子女摇号。 其中，铁城幼儿园

录取率是1.36：1，在越秀20所幼儿园当

中，摇号中签的机率最高。

据了解，摇号当日下午，幼儿家长

可在“越秀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招生

网上报名系统”查询摇号结果。 5月15

日~19日，获拟录取资格的家长须按照

幼儿园的通知和要求， 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到幼儿园办理资格审核。 对于资

格审核不符的或不按时参加现场资格

审核和注册的，将取消录取资格，空缺

名额将由幼儿园通知后续排位序号的

幼儿家长依次递补，直至录满为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李英杰 陈雨晖 ）

昨日上午，“青创

杯” 第八届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

动暨第七届大赛颁奖仪式在广州市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

据悉，第八届大赛创新采取“以赛

代评”，通过总决赛评审出的各组别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奖等获奖

项目，符合条件的将进入“青创榜”入

围考察名单， 遴选出50名优秀青年创

新创业人才，对其参赛项目提供5万元

至10万元的资金支持及配套服务，扶

持资金总额375万元。

此外，根据大学生创业需求，本次

大赛首次专门开设在校学生赛赛道，

鼓励有创新、创业项目的高校、大学、

中学、中职中技院校等学生参赛，打造

青年学生创新创业展示交流平台，为

在校学生提供针对性创新创业服务。

据介绍，为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

总决赛评审工作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 港澳台等地的创业青

年可借助网络线上路演， 让外地创业

青年“足不出户”也可参与比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

昨

日， 广州举行市政府部门定期新闻发

布会， 市医保局副局长林立介绍落实

疫情防控医疗保障， 持续深化医保重

点领域改革， 扎实做好普惠性、 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保障等相关工作情况。

据介绍，今年1~4月，市医保局按

时向省上解两批次新冠病毒疫苗及接

种费用共12.5亿元， 今年将完成上解

16.6亿元。 另外，市医保局继续实施阶

段性降低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率政策，

今年一季度， 共为单位和个人减轻职

工医保费用负担43.4亿元。截至一季度

末，全市累计2.9万人享受长护险待遇，

基金支付8.5亿元。

“穗岁康”商业补充健康保险试点

实施至今，投保人数达367万人，年龄

最小的为今年1月出生的新生儿，最大

的为116岁老人。 市医保局及时跟进

“穗岁康”年度理赔服务工作，截至4月

30日，共赔付8025人，约1.1亿元。

林立还介绍， 广州贯彻落实广东

省门诊特定病种管理办法， 新增肺动

脉高压、骨髓纤维化等9个病种，达到

67个门特病种， 进一步保障慢性病患

者用药需求。 在筑牢医疗救助保障底

线方面，截至一季度末，广州市共救助

困难群众26.2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金

1.3亿元。

在常态化实施药品耗材集中采购

方面，林立透露，广州实施冠脉支架国

家集采，落地实施冠脉球囊、新冠配套

试剂省集采，持续推进第二、三批国家

药品集采工作。 截至一季度末，广州药

品集中采购平台挂网14414个品种，采

购合同金额856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穗人社宣）

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广

州市人社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明华

介绍了有关就业等各项工作的情况。

据介绍，2021年一季度，市人社局

采取积极就业措施， 全力保持全市就

业形势稳定向好态势， 全市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6.77万， 同比上升52.8%；帮

助4.45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同比上升71.15%；帮扶1.32万名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 同比上升

41.94%；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24%，控

制在3.5%的目标以内； 来穗务工人员

节后返岗率98.52%， 企业整体开工率

达99.38%， 实现各项就业工作目标任

务开门红。

李明华还介绍，4月1日起，8类特

定人员在广州市可按规定参加工伤保

险， 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各项工

伤保险待遇。政策实施一个月以来，截

至5月6日，全市8类特定人员参保人数

共计39534人，涵盖超龄劳动者、新业

态从业人员、实习生、村

（社区）

两委人

员、 志愿者等政策规定的8类人群，参

保呈稳中趋升的良好态势， 工伤新政

扩面效果初现。

第八届广州青创大赛启动，创新采取“以赛代评”

375万扶持资金等你来拿

越秀区公办园摇号

平均录取率4.38:1

广州“穗岁康”投保人数达367万人

投保人年龄最小为新生儿，最大116岁

广州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6.7万

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投融资交流。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电脑派位现场展示报名情况。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摄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