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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牢疫情防控网

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下发最新通知：事关学校、景区、聚集性活动、医疗机构等

@学生家长，不用每日为孩子打卡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恢复】
学校停止每天健康打卡
景区、影院等接待人数比
例不再统一限制

通知要求，有序恢复旅游
景区运营，有序开放宗教活动
场所，有序放开家庭聚集活
动。对影剧院等演出场所、上
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旅游
景区接待消费者人数比例不
再统一限制。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从下
半学期开始，郑州市区一些幼
儿园开始放松对每日打卡的
要求，改为每周末打卡。那么，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郑州的
家长们是否还要每天操心为
孩子打卡的事？

通知要求，各类学校在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可适度组织学生户外活动。在
国内均为低风险地区期间，停
止每天健康打卡。

郑州将开放养老机构、儿
童福利机构探视，对探视人数
和次数不做统一限制，探视须
实名登记预约、进入测温、佩
戴口罩。恢复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服务。殡葬服务机构继续
落实错峰、限流措施。

不过，购买退热类药品依
然有限制。各零售药店、医疗
机构应对购买、使用退热类药
品的人员实行实名登记。

另外，强化对进口冷链从
业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等
重点人群健康状况的监测，定
期进行核酸检测，切实防范感
染风险。

【规定】
低风险地区
各类聚集性活动
原则上不作核酸检测要求

和旅游景点的逐渐放松
人员控制不同，通知提出，所

有聚集性活动应适度控制人
员密度，缩短活动时间，落实
测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通风、消毒等防疫措施。

在低风险地区举办且参
加人员来自低风险地区的各
类聚集性活动，原则上不作核
酸检测要求。1000 人以上
5000人以下的大型活动，须经
属地区县（市）市疫情防控部
门审核评估；5000人以上的聚
集性活动，由属地区县（市）疫
情防控部门审核评估并报市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备案。

农村地区婚宴、丧葬等家
庭聚集活动实施村级备案。

另外，暂缓审批涉外、涉
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演职
人员已在境内的除外）。

【要求】
医疗机构继续保留
健康码查验措施

很多场所都取消了“扫码
进入”的措施，那么医院是否
也会取消？大河报记者注意
到，郑州市区的医院仍然对进
入人员采取“扫健康码进医
院”的措施。

通知规定，医疗机构、核
酸检测机构、集中隔离点继续
保留健康码查验措施，其他场
所不再查验健康码。

密闭性公共场所应落实
好戴口罩、测温、保持社交距
离、消毒、通风、从业人员健康
监测等措施，提供公共服务的
各类人员工作期间应全程佩
戴口罩。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电梯和就医、购物、参加聚
集性活动等应佩戴口罩。

新郑机场、郑州东站、郑
州火车站、郑州西站、巩义站、
长途汽车站落实进站测温、出
站测温亮码查验措施，并在出
站口设置第一入境点解除集
中隔离返郑人员专用通道。

本报曾报道过一位老年
人由于未带手机，不能扫码，导
致不能顺利进入医院的情况。
对此，通知明确提出，上述需查
验健康码的场所，对不使用或
者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体，
应提供便利服务。

【措施】
推进疫苗规范接种
尽早建立全市免疫屏障

“接上级通知：全民免费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开始！
现统计辖区内所有18岁以上
居民（常住＋暂住人口）新冠
肺炎疫苗接种意向信息，请有
接种意向的辖区居民进行报
名登记（特别提醒，包括60岁
以上，身体健康的居民）。”

通知提出，落实国家和省
有关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要求，广泛宣传、积极引导、科
学组织，推进疫苗规范接种，
尽早建立全市免疫屏障。

同时，街道（乡镇）和社区
（村）要继续落实“五有”要求，
继续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加
强重点人员排查管控，健全落
实疫情防控常态化信息申报
措施，为居民群众提供便利。

【建议】
入郑人员健康监测期间
非必要不外出

不过，对于入郑人员来
说，相关的防疫措施恐怕还没
有松懈。根据通知，对在第一
入境点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后的入郑人员，由属地区县
（市）闭环接回，查验72小时内
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证明，无
有效检测证明的第一时间安
排检测。核酸与血清抗体检测
结果异常的，按照规定处置；
核酸与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的，实施7天健康监测，
不再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卫生技术人员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科学判定密切
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落实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对
于特殊人群可采取居家医学
观察），不得扩大密切接触者
和密接的密接的范围，不得延
长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期限。

密切接触者纳入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当天进行第一次
核酸检测，间隔1日和第14天
期满时分别进行第二次和第
三次核酸检测。对密接的密接
在隔离医学观察当天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

通知提出，对隔离医学观
察期间的入境人员、密切接触
者和密接的密接等人员进行
核酸检测时，应当采集鼻咽拭
子标本进行检测，不得采集肛
拭子标本检测。对“应检尽检”
和“愿检尽检”人群进行核酸
检测时，首选鼻咽拭子等呼吸
道标本。

接种破亿后，官方再发新冠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14天内完成2剂接种者
3周后要补种一剂

29日，在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亿不久，国家卫
健委官网发布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
版）》，分外及时。

此次再发技术指南，增补了最新研究实践总结，
特别是明确了迟种如何补种、能否与其他疫苗同时
接种、不同疫苗产品能否替换、有哪些接种禁忌等问
题，并专门对60岁及以上人群、18岁以下人群、慢
性病人群、育龄期和哺乳期女性、免疫功能受损人群
和既往新冠患者或感染者给出接种建议。

迟种如何补种？
不同疫苗能否相互替代？

目前，我国已有 5个新
冠病毒疫苗批准附条件上市
或紧急使用，其中3个是灭
活疫苗，需要接种2剂。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根据
《指南》要求，2剂之间的接种
间隔大于等于3周，第2剂在
8周内尽早完成接种。

但如果未能按时接种，
或者第2剂所用疫苗的生产
企业与第1剂不同，怎么办？

对此，《指南》建议用同
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如
遇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
况，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时，可采用相同种
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
品完成接种；如果未能按照
程序完成接种，建议尽早补
种，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
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指南》还提出，对于在
14天内完成2剂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接种者，在第2剂接
种3周后要尽早补种1剂灭
活疫苗；对在14至21天完成
2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
的，无需补种。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点，希望大
家把特殊情况向接种点说
明，及时接种第二针疫苗。”
王华庆说。

60岁及以上人群和 18
岁以下群体何时能接种？

《指南》明确，新冠病毒
疫苗的适用对象为18周岁
及以上人群，暂不推荐18岁
以下人群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
长吴良有介绍，目前，北京、
上海等地区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在充分评估接种对象的
健康状况和被感染风险的前
提下，已经为一些有接种意
愿，而且身体基础状况比较
好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

和慢性病患者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疫
苗在大规模人群中的使用效
果，积极稳妥地推进60岁及
以上人群和慢性病患者的疫
苗接种工作。”吴良有说。

“按我们国家的免疫策
略，现阶段主要是 18至 59
岁人群和有需要且身体健康
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
关于18岁以下的人群，现在
还没有比较系统的Ⅲ期临床
数据。”王华庆表示，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后续会得到
相关数据，“国家整体是有考
虑的，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和临床数据，会不断完善接
种策略，也包括新生儿人
群。”

健康人群肩负责任，专家
呼吁应接尽接、应接早接

王华庆表示，接种疫苗的
作用是预防发病、预防重症、
阻断疾病流行，让大多数人的
健康得到保证。“绝大多数人
都是易感者，从这个角度来
说，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控
措施，要形成免疫屏障才能发
挥最大作用，所以大家都应该
去接种疫苗。接种的人越多，
建立的免疫屏障越牢固；接种
得越快，越早一天形成免疫屏
障。”王华庆说。

“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群存
在各类过敏症状，或是体弱、
基础性疾病多，他们不能接
种。只有其他大多数人承担
起责任，把免疫屏障建立起
来，才可以保证这些不接种的
人群也安全。”中国疾控中心
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
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说。

王华庆表示，目前国家
要求有序、分步接种，只要符
合接种条件的人群都应该接
种，这样既保护了自己身体
健康，也保护了家人和周围
的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早
一天把免疫屏障建立起来。

据新华社

在国内均为低风险
地区期间，各类学校停
止每天健康打卡；影剧
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
务场所、娱乐场所、旅游
景区接待消费者人数比
例，不再作统一限制。

3月28日，郑州市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发出
通知，要求科学精准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通知提出，在低风
险地区举办且参加人员
来自低风险地区的各类
聚集性活动，原则上不
作核酸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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