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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共青团宛
城区委“希望工程 温暖
冬天”活动在宛城区黄台
岗镇田里村回民小学举
行。 共青团宛城区委工作
人员与市志愿者协会爱
心人士一起为孩子们送
去冬日里的温暖。 图为活
动现场。 ⑤2

本报记者 高超 摄

希望工程
温暖冬天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1 月 13 日，记者从
铁路部门获悉，自发售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
初一）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 15 天，即
1 月 29 日起售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
车票。 1 月 14 日至 1 月 28 日， 只发售 2 月 11
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 1 月 29 日起， 旅客可在同一起售时间
通过 12306 网站、铁路 12306 手机 APP、电话
订票、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和代售点购买车
票，具体起售时间可通过 12306 网站（含客户
端）查询。

自 1 月 14 日起， 旅客因行程改变需退票
的， 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
15 天以上同比例调整为开车前 8 天（含当日）
以上；7 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 48 小时以上、48
至 24 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
行；办理改签和变更到站业务时，仍不收取改签
费用；其他情况仍按原规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出行需要办理
退票的，铁路部门将及时公告相应退票措施。⑤2

正月初一起火车票

预售期调为 15天

南阳市疫情防控
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4）

在新冠疫情常态防控下 ，除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外，还应接种
哪些疫苗？

现阶段在维持现有防控措施
的基础上，需重点做好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与其他呼吸道传染 病流行
叠加的应对准备。通过多种渠道促
进疫苗接种服务， 加强对麻疹、风
疹、腮腺炎、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
膜炎、流感、肺炎等疫苗可预 防呼
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减少秋冬
季节疾 病发生，缓解医疗负荷。需
要接种的疫苗有：

1.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麻腮
风、百白破、流脑疫苗。

2.非免疫规划疫苗：流感疫
苗、肺炎球菌疫苗、b 型嗜血杆菌
疫苗、水痘疫苗等。

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原
则是什么？

1.重点人群优先。 优先保证
接触新冠病毒风险高的重点人
群接种，在疫苗供应充足的情况
下，逐步向其他人群推进。

2.重点地区优先。 有疫情输
入、 本地局部 暴发和社区传播

风险高的地区优先安排接种。
3.属地管理原则。 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 由有关单位组织开展摸
底、应种人员组织，知情告知，并与
所在辖区的卫健委沟通，安排疫苗
接种点预约接种，有序开展。

4.安全规范接种。 加强疫苗
使用和预防接种管理，规范实施
接种，严格掌握接种禁忌，有效
防范接种安全事件发生。

5.知情自愿。 紧急使用在受
种者知情、 自愿的前提下进行，
非自愿的不予接种。 ⑤2

本报讯 （记者 曹蕊）1 月
13 日上午，12333 电话咨询服务
中心邀请南阳市人社局劳动关
系科四级主任科员胡荣欣，调
解仲裁管理科副科长丁许浩，
就市民关心的特殊工时制度、
试用期的规定、 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相关政策法规进行认
真细致的解答。 当日上午共接
听来电 349 个，其中，专家解答
来电 39 个。

市民曹先生咨询 ：“我们公
司因为工作需要申请不定时工
作制，应该怎么办呢？ ”

专家解答：不定时工作制是
指因用人单位生产特点、工作特
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无法
按标准工时制度安排工作或因
工作时间不固定，需要机动作业
的职工所采用的不确定工作时
间的一种工时制度。 用人单位申
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应当提交以下材

料到营业执照所在地的劳动关
系科：《行政许可申请表》；《关于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的申请报告》； 法人
登记证明及复印件，组织机构代
码证及复印件；工会组织对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的意见或实行不定时工
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
岗（职）位涉及人员联名签署的
意见；职工（代表）大会关于部分
岗（职）位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决
议等。

市民张女士咨询 ：“我要到
新公司上班，想问一下试用期如
何规定？ ”

专家解答：《劳动合同法》规
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
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
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
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
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
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
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
限内。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
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
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
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根 据 安 排 ，1 月 20 日 ，
12333 人社专家热线将邀请市
人社局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科和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博士后与
留学人员工作科）专家，为市民
解答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调动、人
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及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服务、 博士后管理、
留学归国人员服务、人才相关工
作相关政策。 ⑤2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王彦 刘明浩）
“我是姚庄社区的，我们这里停电了，你们快来
处理一下吧！ ”1 月 7 日 22 时 46 分，宛城供电
公司白河供电所接到用户的故障报修电话。

故障就是命令， 抢修就是责任。 接到消息
后， 值班员白晓东迅速联系供服中心确定是否
为变电站故障， 白河供电所副所长刘明浩组织
人员带队火速赶往 10 千伏陈农线现场勘查。经
过抢修人员的细心巡视，终于找到了故障点。当
晚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夜， 寒风刺透了抢修人
员的棉衣，冰冷的空气让他们的手指变得僵硬、
迟钝。在刺骨的寒风中，大家充分发扬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的电力铁军精神，
似乎忘记了严寒，争分夺秒地抢修着。 停电、验
电、接地……凌晨 2 时，他们终于圆满完成了抢
修任务， 成功恢复了 10 千伏陈农线的运行，确
保了一方百姓用电无忧。 ⑤2

宛城供电公司

寒夜抢修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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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做客 12333 人社专家热线（22）

详解特殊工时制度相关政策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