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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针对口岸一线人员工作翻班、人员大多

集中在浦东机场等情况，相关部门、浦东新
区、机场集团等安排在浦东机场设接种点，科

学规划现场接种流程，抽调医务人员驻点开
展新冠疫苗接种，更好地方便口岸一线人员

接种。昨天，本报记者来到这一疫苗接种点实
地探访。

现场共设15?接种台
接种人群由大巴统一接送，入口处有专

人值守，并为每一位接种者测量体温。记者在

现场看到，整个区域分为等候区、登记区、接
种区和留观区。接种者在等候区会领到一块

号码牌，根据号码牌对应进入登记区 9个预
检台。“您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不良反应吗？

使用抗肿瘤药物吗？28天内接种过其他疫苗

吗……”在接种之前，工作人员先核对接种对
象的个人信息，同时进行健康问询，对符合条

件的接种对象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告
知。随后，接种对象进入接种区。在这里，共设

置了 15个接种台。

陈女士在机场从事食品方面的工作，今
天是她的第一剂接种。她表示：“作为重点人

群，接种疫苗还是很有必要的。”接种完成后，
护士叮嘱她多喝水、多休息，不要剧烈运动。

“一个接种台每天大约有 160 至 170 人次接

种，我们会对每位接种者做好健康提醒。目前
来看，这儿接种者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

完成接种后，大家根据指引进入留观区
完成 30分钟留观。记者看到，留观区分四小

块，可容纳 160人左右，配备了电视和取暖设

备。留观区还配备两名医生，对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予以快速识别和处理。一位来自浦东

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告诉记者，当日接种人群
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仅有一位接种者表

示有些头晕，经过询问与疫苗接种无关。据
悉，浦东机场接种点预计 1月底 2月初可完

成机场重点人群接种。

60.2万重点人群已接种
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为做好重点

人群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更好地保

护口岸一线、冷链、集中隔离点等重点行业工
作人员身体健康，上海按照“保障重点、知情

同意、愿种尽种、部门组织、属地管理”工作原
则，以海关、边检、公安、机场、航司、冷链、集

中隔离点等重点行业工作人员等作为优先接

种对象，稳妥推进新冠疫苗接种。截至 1月 11

日 24时，全市重点人群累计已接种 60.2?

人，无严重异常反应。

全市 16个区共设置临时集中接种点 17

个，通过重点人员所在单位提前预约，有组织
地为重点人员提供接种服务。每个临时接种

点均设在大型展馆、运动馆等场馆，严格划分
“等候—登记—接种—留观”四个区域，并可

根据需要及时扩容。
市场监管部门已完成本市 87 家第一存

放点和中转查验冷库为重点的冷链食品从业

人员全面排摸。同时，在“沪冷链”微信小程序
增设了“人员防控”功能模块，对高风险企业

和从业人员建档立卡，实现便捷查询统计从
业人员身份、岗位、疫苗接种记录、核酸检测

结果等功能。民政部门重点做好机场驻点、集
中隔离点等 8个重点岗位工作人员的疫苗接

种工作，尤其是针对与入境人员直接接触的
高风险岗位，进一步加强科普指引，提高接种

率，在接种点做好引导服务，确保疫苗接种工
作有序开展。

目前，本市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已全
面接种新冠疫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已完成新冠疫苗两针剂
的注射。他在微博上表示，疫苗接种速度越

快，就能有效控制疫情，病毒变异的速度就难
以跟上疾病防控的速度。

本报记者 郜阳

浦东机场接种点预计下月初完成相关重点人群疫苗接种

口岸一线人员有序接种
    昨天 13 时 30 分，

在石泉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疫苗接种点，公交

职工正有序排队等待。服
务中心为新冠疫苗接种

开辟专门区域，从外到内依次

设有登记区、候诊区、接种区、
留观区。在登记区，接种人员

需进行体温测量并出示健康
码，方可进入候诊区。整个接

种流程中，从登记到留观，接
种人员呈单向流动。

刚接种完疫苗的 948路

公交驾驶员宋刚正在留观区
等候，医护人员的耐心细致

让他原本紧张的心瞬间安
定：“他们很专业，问询很详

细。打完快半小时，没什么不
良反应，心里踏实多了。”宋

刚坦言，公交从业者是第一
步接种的重点人群，也是第

一批疫苗的受益者。这既是
对他们的关爱保护，也是对

疫情防控的最大支持。

26路公交驾驶员庄明龙
也早早报了名：“我们每天都

和乘客在一个空间内接触，要
为他们的安全着想，应尽早接

种疫苗。”庄明龙的儿子、同时
也是 17路驾驶员的庄利洁也

很支持父亲的决定，休息天难
得见面的父子俩，一起接种。

在疫苗接种大厅，来自 65路公交
的范师傅有些感慨：“作为驾驶员，平

时接触的人很多，打疫苗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他人。现在感觉身体一切正
常，打针后还会留观半小时。”在场的

公交现场管理员告诉记者：“新冠疫苗
对于职工来说比较陌生，我们在宣传

上做了很多工作，职工对打疫苗从开
始的比较担心害怕慢慢转变为放心安

心，疫苗让我们的疫情防控又增加一

层防护网。截至 12日，久事公交自愿
接种职工达 19207人，其中一线驾驶

员 13230人。” 本报记者 任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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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例，阻断疫

情扩散，河北、黑龙江、辽宁等地相
关地区做好流调、消杀等同时，升级

管控措施，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河北

藁城15?村集中隔离
河北 12日开始对石家庄市、

邢台市开始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同时，对临近的定州市、辛集

市，同步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藁城区对发现病例最多的 3个
村和有病例的 12个村，实行集中

隔离，应隔尽隔。对临近的 5个尚

未发现病例的村，实行封闭管理，
居家防控。邢台市全市涉及南宫病

例的密接和次密接者，已经采取集
中隔离措施。廊坊市固安县 11日

报告 1例本土确诊病例后，将确诊
病例居住小区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此外，河北省对石家庄市、邢
台市、廊坊市全域实行封闭管理，

人员、车辆非必要不外出。采取最

严格的管控措施，封住大交通，管
控小交通，坚决防止重点地区人员

流动导致疫情向外传播扩散风险。
记者 12日从河北省邢台市举

行的第六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宫市第二

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362997 人

份，检出阳性样本 6例，全部为之
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截至

11日 24时，南宫市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5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

例。现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1例，
无症状感染者 5例，全部在邢台市

定点医院集中诊治。

＞＞＞黑龙江

新增感染者均为密接
记者从黑龙江省卫健委获悉，

12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6

例。其中，望奎县 13例无症状感染
者转为确诊病例，哈尔滨市香坊区

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2例。其
中，望奎县 2例、绥化北林区 2例，

齐齐哈尔昂昂溪区 7例，伊春大箐

山县 1例。上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和
密接的密接。当地根据推送的数据

信息在对所有排查出的人员进行核

酸筛查中，检测结果呈阳性。专家根

据临床症状诊断为确诊病例或无症
状感染者，现均已转至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隔离治疗或集中医学观察。
继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之

后，12日，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伊
春市大箐山县均出现新冠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分别新增 7例、1例。

12日 15时起，绥化市主城区
所有进出城口全部封闭，各乡镇、

村屯进出机动车通道只保留 1条
应急道路；关闭火车站候车大厅和

进站通道，禁止旅客进站上车，出
站人员携带三日内核酸检测报告，

佩戴口罩、扫码、测温后允许通行。
绥化市公交车、长途客车、通乡通

村客运车辆全部停运，出租车仅限
城区内运营；绥化市各小区及乡镇

所在地、自然屯实行封闭管理，非
本小区和村屯人员一律禁止进入；

对于出现核酸检测阳性病例的小
区（村屯），禁止人员出入。

＞＞＞北京

隐瞒病情者被立案侦查
在 12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支
现伟通报，针对 9日公布的确诊病

例存在隐瞒活动轨迹、密接人员、发
病就诊等情况，涉嫌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公安部门已开展立案侦查。

支现伟介绍，顺义区严格实行村
庄封闭式管理，强化落实村（社区）出

入口查证、验码、测温、登记管理措
施，严格要求村民凭属地组织的最近

一次核酸普测阴性结果进出。加大村
（社区）内出租房屋、“七小”门店等场

所敲门摸排力度，做实出租房屋和租
房人口的登记和管理，所有外来人员

全部分类上账。同时，针对发现的小
饭桌、小诊所、小药店等违规经营现

象，加大监督执法检查与非法行为的
清理整治力度。

11日，顺义区新增 1例确诊
病例。该区第一时间对其居住的北

石槽镇北石槽村全面封闭管控。截
至 12日 14时，北石槽镇累计核酸

采样 9960人，已出结果 8609人，
全为阴性。 综合新华社消息

黑龙江昨新增 16例确诊病例，绥化市主城区进出口封闭

石家庄、邢台、廊坊全域封闭管理

荩 昨天下午，机场集团工作人员接

种新冠疫苗

茛 注射完疫苗的人员需在留观区

观察 30分钟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1月 12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1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8例
（上海 5 例，广东 2 例，福建 1 例），本土病例 107 例（河北 90

例，黑龙江 16例，山西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