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十四届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资格赛 A组次轮
角逐 4月 7日在河北秦皇岛展开，河
南女排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实现逆
转，3∶2 战胜辽宁队，5 局比分为：
14∶25、22∶25、25∶20、25∶18、15∶10。

本场比赛河南女排面对强劲对
手，开场慢热、阵脚不稳，很快被对手
25∶14 先下一城。第二局河南女排
调整心态，在朱婷的带领下渐渐稳住
阵脚与对手周旋，比分一直比较接
近，但在关键球的把握上还是不如对
手，22∶25再丢一局。第三局河南女排
攻防有序，开始“反超”对手——14∶9、
16∶13、20∶14、23∶15，虽然此后辽宁
队连追 5分，无奈比分差距过大，河
南女排以 25∶20强势扳回一城。第
四局河南女排强势依旧，比分也一直
压制对手，8∶5、11∶7、21∶14，最终河
南女排以25∶18，“复制”了第三局的
胜利。进入决胜局，河南女排延续
火热状态，比分始终压制对手，6∶5、
9∶8、12∶10，朱婷一记大斜线扣杀得
手，13∶10。河南女排乘势再得2分，

15∶10，大比分 3∶2，河南女排成功
“逆袭”，战胜辽宁队！

辽宁队有两位中国女排里约奥
运夺冠时的冠军成员——丁霞、颜
妮，最近两届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辽
宁队都排名第六，稳居中上游，相比
长时间排名十名开外的河南女排，实
力优势明显。

不过，归来助阵的朱婷凭借超群
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稳住了年轻队
员的临场心理和表现，提升了河南女
排的整体实力，在比赛中发挥出巨大
的威力，而这，也是当天河南女排得
以成功“逆袭”的关键所在。值得一
提的是，朱婷以 46分的得分，创造了
全运会女排比赛个人单场得分纪录。

两场胜利，并不意味着河南女排
冲击全运会决赛
圈就可以高枕无
忧了，后面还有浙
江、中国澳门、河
北、江苏四个对手
呢，河南女排加
油！③5

全运资格赛河南女排“逆袭”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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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陈凯）
4月 7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今年一季度，我省企业开办电子化率
达94%，这意味着全省九成以上的企
业是通过网上全程办理商事登记手
续，“不见面，一网办”正成为在河南
创业的新常态。

我省于 2017年在全国率先建成
“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平
台”，并实现了河南全区域、市场全主
体、登记全流程的“三覆盖”，无论是
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是农民合作社，
在办理登记、变更、注销等各项手续
时，均可以通过该平台“一次都不跑”
全办妥。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平台颠覆了传统的企业开办模式，

将创业者从窗口排队中解放出来，推
动全省企业开办迈入信息化、智能化
时代。这不仅有力解决了企业群众
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还通
过信息数据网上实时流转，有效缓解
了窗口工作压力，通过一次性告知、
全过程留痕，倒逼审批行为规范化，
有效降低了履职风险。

“近年来，省市场监管局不断完
善平台运行模式，提升技术水平，让
网上办事流程更加智能、简单。同
时，通过引导帮办、主动上门、大力宣
传等各种方式，推动全省全程电子化
办理占比从最初的不到20%，上升到
2020 年的 90%，再到今年前三个月
的94%，企业开办电子化率始终走在
全国前列。”该负责人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从今年
年初开始，我们就进驻这处建筑工地
进行配合性考古发掘，目前共清理出
魏晋时期墓葬2座、唐代墓葬2座。”4
月 7日上午，在郑州市西区一处建筑
工地考古发掘现场，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考古发掘负责人王鸿
驰说。

不过，让王鸿驰深
感遗憾的是，此次发
掘的 4 座墓葬因为
被盗严重，几乎没发
现什么随葬品。“魏
晋时期的 2座墓葬，
由于经过盗扰，墓室
内未见棺椁和墓主人
遗骨，随葬品仅出土了两
个陶碗和数枚五铢钱。”王鸿
驰说。

另外 2座唐代墓葬，从发掘情况
看，墓葬总长约 15米，由墓道、天井、
甬道、墓室组成，比魏晋时期墓葬多
了一处天井。墓葬修建考究，墓道、
天井的壁面修整光滑，墓室底部残
存的墓砖规格统一、修砌规整。墓
葬内仅残存部分墓砖和零星随葬

品，出土有锈蚀严重的“温酒器”铁
醮、铁耙等。

那么，从墓葬形制和规模来看，墓
主人应该是什么身份？王鸿驰说，从
这两处唐代墓葬砖室情况看，这在当
时应属于普通墓葬，对比平民百姓的

竖穴式土坑葬，墓主人身份应
该比平民百姓稍微富裕
一点。

在王鸿驰看来，
这几座墓葬虽然被
盗严重，但通过发掘
可以对该区域内魏
晋至唐时期的文化
遗存有更深的了解，

对于完善这一时期的
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当

时该地区的社会生活、丧葬
习俗、经济状况、手工业等情况，提供
了较为翔实的考古
学资料。③6

图为唐代墓葬
出土的元代磁州窑
瓷碗。⑨ 3 本报
记者 温小娟 摄

郑州西区发现魏晋、唐墓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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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林

4月 1日起，郑州推出新型共享单
车，但在实际使用中，不少市民反映有
诸多不便。郑州市相关部门对此作出
回应。

4月 7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与各
区城管局和青桔、美团、哈啰三家公司
召开座谈会，探讨目前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法。

焦点一：
如何解决“车难找”？

对于市民普遍反映的车难找问题，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人士表示，后续
将组织企业分批投放，大约每批 3 万
辆，每家公司1万辆。分批投放主要是
考虑到新技术单车需要调整，避免一次
性 10万辆以上单车投放造成混乱，最
终市场投放的共享单车与“换新”之前
的总数不变，仍为13.2万辆。

焦点二：
如何解决“还车难”？

关于还车点位（电子围栏），郑州已
经测绘电子围栏20012处，目前正在加
大对背街小巷等市民需求较多区域的
测绘。“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对停车点的
要求是应测尽测，方便市民使用。”郑州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计划2天
时间完成对90%停车点位的覆盖。

同时，三家单车企业还会根据后台
大数据增加高频需求区域停车点的设
置。以金水区为例，首批上线231个停
车示范点后，目前停车点位已经增加至
3494个。

焦点三：
如何解决“定位难”？

对于市民关注的定位困难还不上
车被扣费的问题，要求青桔、哈啰、美
团三家单车企业在4月20日前，完成

市内还车点位现场排查和后台修正工
作。同时，三家单车企业在4月20日前
的调试阶段，先暂缓扣除客户因定位不
准，无法按照规定还车的 10元调度费
用，因此导致未按照规定停放的，也先
暂缓列入单车企业的黑名单。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新型共享单车投放正处
于磨合期，请广
大市民理解和
支持，并规范停
车。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加速推进，普通市民也可以接种
了。记者4月7日走进郑州市郑东新区民生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一探究竟。

在该中心一楼，醒目张贴着疫苗预约接种二维码。用手
机打开微信扫码后，进入“约苗”公众号，选择“打疫苗”里的
“新冠疫苗专区”，找到“新冠疫苗预约”点击进入，就可以
根据自己所在区域选择疫苗接种点，按照提示输入个人相
关信息并绑定手机号提交，即可得到预约信息，信息上清
楚显示着前边预约排队人数。

我们再来看看疫苗接种现场的流程。
第一步，签署疫苗知情同意书。工作人员会让每

位接种者扫描健康码、确认体温正常后，发放“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知情同意书”，要求接种者签名。

第二步，预检登记。工作人员会仔细询问接种
者近期有无发热、是否过敏体质、近期有无打过其
他疫苗、有没有做过手术等信息，并告知即将接
种的疫苗信息、接种后的注意事项等。在这个环
节，接种者还会得到一张“预防接种凭证”，显示
疫苗接种时间、地点、生产企业等信息。

第三步，接种。来到接种新冠疫苗的诊室
后，“全副武装”的接种人员会先把疫苗的包装
盒拿给接种者查看，确认疫苗信息和包装完
好后就开始接种了。

第四步，留观。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而且有工作人员“监督”。同时，接种点也准
备了急救仪器，保证留观区内接种者一旦出
现突发状况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接种
者留观半个小时后，在机器上扫描知情同意
书背面的二维码，工作人员检查无误后即
可离开。③5

新型共享单车“三难”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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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只需四步

本报讯（记者 王平）眼下，我省9类
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已接近尾
声，各接种点正在对接种人员信息进行
反复核对、准确上报、监测不良反应，组
织开展疫苗补种及相关扫尾工作。

记者4月7日从省卫健委获悉，自去
年 12月 23日我省首针新冠疫苗开打以
来，截至今年 4月 7日零时，全省累计接
种新冠疫苗298.7149万人、461.0382万
剂次，无一人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省定
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郑东新
区民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新冠
疫苗接种服务区来了不少人。“和接种
别的疫苗一样，没有特别的感觉，也没
有什么不适。”在疫苗留观区，已经完成
两针接种的长途车驾驶员李先生显得
很轻松，但他承认：“最初去接种疫苗
时，还担心会不会有不良反应，心里还
是有顾虑的。”

和李先生一样，疫苗接种的安全性
是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据介绍，我国
获批附条件上市紧急使用的有5款新冠
疫苗，其中3款是灭活疫苗，1款是腺病毒
载体疫苗，1款是重组蛋白疫苗。“目前我
省接种的都是灭活疫苗，分两剂次接
种。接下来，我省还会接种腺病毒载体
疫苗、重组蛋白疫苗，接种对象均为 18
周岁以上人群。”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
监测一室主任路明霞说，前期临床试验
研究结果和紧急使用时收集到的信息显
示，新冠疫苗接种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
情况与已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基本类
似。

“根据前期新冠灭活疫苗临床试验
研究，接种第二剂次大约两周后，接种人
群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疫苗保护
期能持续多久？路明霞坦言，目前，全世
界生产的各种新冠疫苗使用时间都很
短，疫苗保护期还需要长时间的持续观

察。“根据目前抗体监测数
据，接种新冠灭活疫苗 9个月
后，抗体仍有一定水平。”

为保证疫苗接种安全规范
地进行，记者在郑州市多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新冠疫
苗接种点全部按照接种规范要
求，设置了预检登记区、接种区、
留观区、异常反应处置区等区域，
负责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均接受
了规范培训、持证上岗，并且全程
穿戴防护服进行一整套规范的接
种操作。所有接种点严格要求接
种者在接种后留观半个小时，加强
异常反应监测，确保万无一失。

一系列无缝衔接的工作背后，
离不开基层医生的密切配合。和 4
个月前相比，管城回族区北下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科郭秋硕
的工作节奏快了不少。从早晨 7点
到晚上 8 点，预约、预检分诊、信息
上报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工作内
容。

“前期疫苗开打的时候，每天有
150多人来接种，下班后的上报信息
是最繁琐的，每个接种人员的信息
都要反复核对，零差错上报至疾控
部门。”当前，郭秋硕的工作是督促
没有按时接种第二剂次的人群尽快
接种，“这部分重点人群大多工作
流动性强，预约时间不好固定，但
只要他们确定接种时间，我们都会
努力协助，确保每个人都顺利完成
接种。”

据悉，下一阶段普通人群的新
冠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已准备就
绪，计划在 5 月初启动。目前我
省已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为接下
来的大规模接种做好人员、场
地、物资技术准备。③6

自去年 12月 23日我省
首针新冠疫苗开打以来，截
至今年4月7日零时，全省累
计接种新冠疫苗

298.7149万人、
461.0382万剂次，
无一人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本报记者 王平

新冠疫苗接种备受广大女性朋友的
关注。对于备孕、怀孕、哺乳期的女性该
如何选择？记者就此采访了我省知名妇
产科专家、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崔世
红。

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
版）》中，正式公布了接种禁忌人群里包含
妊娠期妇女。“因此，对于怀孕的女性，我们
不建议接种新冠疫苗。”崔世红说，如果在
接种后怀孕或在未知怀孕的情况下接种了
疫苗，基于对疫苗安全性的理解，我们也不
推荐仅因接种新冠疫苗而采取特别医学措
施（如终止妊娠），建议做好孕期检查和随
访。“对于有备孕计划的女性，不必因接种新
冠疫苗而延迟怀孕计划。”

虽然目前尚无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疫苗
对于哺乳婴幼儿有影响的临床研究数据，但基
于对疫苗安全性的理解，建议对新冠病毒感染
高风险的哺乳期女性接种疫苗。“考虑到母乳喂
养对婴幼儿营养和健康的重要性，哺乳期女性接
种新冠疫苗后，也不必有所顾虑，可以继续母乳
喂养。”崔世红说。

随着宫颈癌疫苗的普及，很多女性都选择接
种了此类疫苗。但这种疫苗能和新冠疫苗同时接
种吗？崔世红表示，新冠疫苗是新疫苗，为了便于识
别可能出现的疑似疫苗不良反应，目前不建议新冠
疫苗与其他疫苗（包括宫颈癌疫苗）同时接种，而是建

议间隔两周以上接种。但要注意的是，当因动物致伤、
外伤等原因需紧急接种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等，可
不考虑与新冠疫苗的接种时间间隔。③6

哺乳期不影响接种

工作人员全程穿戴防护服开展新冠工作人员全程穿戴防护服开展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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