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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武汉机场新增 12 个国内航点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接种 接种后能否摘掉口罩……

打造 5 条“航空快线”

聚焦新冠疫苗8个焦点话题
“截至 3 月 20 日 24 时，全国累计报告
接种 7495.6 万剂次。”国家卫健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 21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疫情防控总体保持
良好态势，但是仍要更精准、更有效地进行
防控，确保不出现规模性反弹。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接种？老年
人、孕妇适宜接种吗？接种后能否摘掉口
罩？21 日，多部门回应涉及新冠疫苗安全
性和有效性的焦点话题。

？

不同品牌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
表示，关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疫苗是否可以
叠加或替代接种的问题，仍需要更多研
究。并将在研究结果出来以后，根据研究
结果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
他说，目前国内附条件上市的 4 款疫
苗都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是安全、
有效的。公众可以按照所在省区市的统一
安排尽快接种疫苗。

？

60岁以上老人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部分地区在充分评估后，
已经开始为
60 岁以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开展接

种新冠疫苗。
”
贺青华回答，目前，
疫苗研发单
位也在加快推进研发，在临床试验取得足够
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以后，将大规模开展 60
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苗接种。

哪些人群不适宜接种疫苗

？

贺青华介绍，目前附条件上市的 4 款疫
苗在说明书中对接种禁忌有明确界定，不建
议对疫苗所含成分过敏、血管神经性水肿、呼
吸困难、患有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有格
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的人接种新冠疫苗。
他提示，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宜
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说，在接种后如果发现怀孕，
基于目前新冠疫
苗的特性和以往使用疫苗的经验，不建议采
取特别的医学措施，例如终止妊娠，
他建议这
部分人群要做好孕期随访和定期检查。

接种疫苗后能否摘掉口罩

？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由于
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流行，国内疫苗
接种率较低，来自高流行地区的人员或物品
入境，仍有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他提示，在我国人群疫苗接种达到较高

免疫水平之前，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在人群聚
集的室内或封闭场所，公众仍然需要继续佩
戴口罩，做好个人卫生习惯，
并遵循各地具体
的防控措施要求。

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有哪些

更明显。”王华庆说，从国外目前已用的疫苗
上市评估结果来看，打完疫苗之后，
确实有一
小部分人出现保护失败。他表示，将对失败
的个别案例进行研究和调查。

？

疫苗生产保障情况如何

“目前监测到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局部
和全身反应。”王华庆介绍，局部的不良反应
包括如疼痛、红肿、硬结的情况，这些无须处
理，会自行痊愈，全身的不良反应包括如头
痛、乏力、低热的情况。
他介绍，当前接到的不良反应报告为疑
似不良反应，也就是说，
属于怀疑和疫苗有关
的反应。后续，将继续开展较为严重的不良
反应调查，通过补充调查、了解接种史、疾病
情况等，再由专家组做出诊断。
“不管是从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
还是紧
急使用的研究结果、上市后监测的结果来看，
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既往已用
的上市疫苗同类品种相比，结果类似，
没有出
现异常情况。
”
王华庆说。

接种疫苗后还会感染吗？

？

“总的来说，
疫苗的作用是让大多数人产
生保护力，建立免疫屏障，
其预防重症的效果

？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毛俊锋介
绍，目前有 5 款疫苗获批了附条件上市或者
是获准了紧急使用，包括 3 款灭活疫苗，1 款
腺病毒载体疫苗，还有 1 款重组蛋白疫苗。
他表示，按照现有的生产安排来看，全
年的疫苗产量完全可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接
种需求。

现阶段出行政策是什么

？

“2021 年春运已安全结束。”米锋说，当
前，国内低风险地区持健康通行
“绿码”
，在测
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有序出
行，各地不得擅自加码。
他表示，在连续 31 天无本土新增确诊病
例后，3 月 18 日陕西省报告新增 1 例本土确
诊病例。这提示，仍然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对新增散发病例，要发现一起、扑灭
一起，确保不出现规模性反弹。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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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 是 世 界
森林日，来自深圳的志
愿者在深圳大鹏金沙湾
海域举行“珊瑚扶植”活
动。来自各行各业的
10 名志愿者下海清理
垃圾，收集珊瑚残肢并
固定在特定区域的苗圃
上。此次活动旨在呼吁
更 多 人 关 注“ 海 底 森
林”——珊瑚礁。
新华社发

·
世
界
森
林
日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21 日电（记者 王自宸 乐文婉）来自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称，即将执行的夏航季航班计划中，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新开敦煌、嘉峪关等 12 个国内新航点。
据悉，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将于 3 月 28 日执行 2021 年夏
航季航班计划。机场方面携手各航司大力开拓国内航空市
场，新开敦煌、嘉峪关、武夷山、张掖等 12 个国内新航点，打造
武汉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重点城市的 5 条“航空
快线”
，
国内航线网络得到有效完善。

重庆将新建 2.1 万个 5G 基站
今年持续打造“5G+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
据新华社重庆 3 月 21 日电（记者 黄兴）记者从重庆市通
信管理局获悉，重庆 2021 年将新建 2.1 万个 5G 基站，并将以
5G 为牵引，赋能千行百业，
促进数字化转型。
据悉，
今年重庆在新建 5G 基站的同时，
还将开展 5G 异网
漫游，
提升 5G 服务质量，
推动 5G 在政务、医疗、公安、交通、教
育等领域广泛应用，并将持续打造“5G+工业互联网”示范项
目，
深化 5G创新场景应用，
建设信息高地，
创建
“千兆城市”
。

河北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城市开放路网转向商用

35辆自动驾驶汽车获运营资质
据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21 日电（记者 冯维健 王民）记者
从河北省沧州市政府获悉，日前，
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三
部门联合颁发了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通知书和示范运
营通知书，标志着河北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城市开放路网从测
试转向商用。
据了解，在获得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运营
资质的车辆中，35 辆自动驾驶汽车获得自动驾驶示范运营资
质，其中 10 辆自动驾驶汽车获得无驾驶人测试资质。
根据《沧州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运营管理办法
（试行）
》有关规定，
测试主体申请开展无驾驶人测试，
需满足3个
条件，
即累计在开放道路测试里程超过50000公里，
单车测试里
程超过10000公里，
且无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及失控状况。
下一步，沧州市将联合智能网联汽车运营企业，探索折扣
优惠、发放体验券、乘坐体验者自愿付费等多种形式的收费机
制，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城市开放路网向商用迈进。

科研团队揭示“造血干细胞如何工作”
对揭示血液系统疾病发病机理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21 日电（记者 杨思琪）造血是一个
复杂的生物学过程，是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部分，造血干
细胞是如何工作的？日前，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
学科教授金丽华的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细胞自噬调节薄层
细胞分化的理论，为细胞自噬与细胞免疫研究提供了理论基
础，对揭示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病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造血干细胞通过调节自我更新和分化来维持
造血系统稳态，过程中受多种内在和外在信号途径的调控。
造血系统分化程序失调或功能紊乱，将影响个体生长发育，并
诱发多种疾病。
小 GTP 酶 Rab5 和 Rab11 定位于内体，在细胞内部膜运
输中起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在果蝇血细胞或幼虫造血器官
皮层区抑制 Rab5 或 Rab11，会诱导循环血细胞和淋巴腺皮
层区细胞过度增殖，并产生大量薄层细胞，破坏造血干细胞稳
态。Rab5 和 Rab11 在维持造血干细胞稳态中起协同调节作
用。薄层细胞只有被病原体感染后才大量产生，主要功能是
封装无法被浆细胞吞噬的大型异物，是诱导免疫反应的关键。
金丽华介绍，利用便于基因操作的果蝇，可深入研究造血
干细胞增殖和分化、干细胞稳态维持机制。

3·22 世界水日
3 月 21 日，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开展以“珍惜
水，爱护水”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来到雁峰区东洲岛湘江岸边捡垃
圾、检测水质、净滩护水，迎接第 29 届世
界水日的到来。
新华社发

春暖运动不当小心半月板受伤
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运动前做好热身
正 在 此 间举行 的 中 国 高层
发 展 论 坛 2021 年 会 经 济 峰 会

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 各方热议“人口那些事儿”

如何破解“一老一少”困局？

上，
“ 少 子 化 ”与“ 银 发 经 济 ”两
个独立单元形成了一种特殊
“对话”：当“老龄化”遇上“少子
化”
，
中国如何破解未来社会发展
不可回避的“一老一少”困局，无
疑是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老龄化趋势从人口总量、人口年龄结
构和收入分配三个方面为消费增长带来负
面效应，进而制约内需扩大，
影响高质量发
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
家蔡昉在
“银发经济”
的分会场率先发声。
与此同时，一组组数字，
不仅反映出我
国人口变化的特征，也印证着我国未来发
展关于
“人口那些事儿”
的痛点。

三星堆“上新”了！在新发现的6座三
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500余件重要
文物。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遗址的
1、2号“祭祀坑”1986年被发现时，大量造
型独特的精美文物让人们发出“沉睡三千
年，一醒惊天下”的感叹。如今，新一批文
物的出土，给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如果放眼世界，你会发现，
作为中华文
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约
3000年的三星堆文化与大约同时期的其
他世界古老文明也有一些神奇的
“互动”。

轻轻地蒙上你的脸
在古埃及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中，也有
使用黄金面具的传统。
“青铜大立人”
是三星堆知名度颇高的
一尊雕像。他的双手手型环握中空，拿的
是什么？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专家讨论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 143 号

邮政编码:300070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
至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
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
万，已连续五年下跌。无独有偶，
国家统计局
报告指出，
2019年，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增至12.6%，
0岁至15岁人口比重为17.8%，
人
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翻开
“十四五”
规划纲要，
“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单列一章凸显国家对
这一问题的关注。一系列部署显示，未来我
国将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
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
少子化、长寿化、老龄

化并存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南开
“十四五”，我国提出了人均预期寿命要
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面对
再提高1岁的目标。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
不可改变的“三化并存”现实，关键要不断认
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说，新时代的老年人在医
识新的人口机会，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疗、保健、康养等多方面消费意愿强烈，
“银
“机遇与挑战并存。”
原新认为，
虽然我国
发经济”市场空间巨大，老年消费未来潜力
劳动力资源红利在减少，但它依然庞大，并且
巨大。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
“归根结底，
一个社会的养老要靠公共保
很大提升。此外，国家提出延迟退休，
如果男
障制度。”蔡昉说，当下我们应积极加强普惠
性和女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
性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从而赋予每个人享受
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动力， “优雅”老去的权利。与此同时，养老金等物
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质基础的保障还能进一步释放老年人的消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畅通国
费，使
“银发经济”
真正散发出无限生机。
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据新华社长沙 3 月 21 日电（记者 帅才）春暖花开的时节
到了，人们的户外活动和健身运动也随之增加。记者从湖南
一些医疗机构获悉，近期，
因为运动不当而导致关节受伤的患
者增多，其中不少患者发生半月板撕裂。
据长沙市中心医院骨病科主任医师丑克介绍，半月板损
伤是人们进行体育运动时常见的一种运动创伤，往往由于关
节活动的不协调导致，半月板卡在股骨和胫骨间引起撕裂。
专家提醒，老年人由于半月板有退变老化，很容易引起撕
裂。因此，市民在运动前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运动前
一定要穿戴合适的运动器具，做好热身。丑克提醒，很多人在
运动后出现膝关节肿胀、疼痛并伴有活动受限的情况，这就提
示很可能发生了半月板损伤，要到医院进行检查。患者在去
医院之前，可以将患肢抬高，
对伤处进行冷敷，
减轻局部肿胀。

3000岁三星堆与世界的神奇
“互动”
认为，
“青铜大立人”
手握的可能是象牙，可能
是玉琮，也可能是权杖。根据他的穿戴、纹饰
推测，其身份似乎是一位
“大祭司”
。
在希腊，
也有一尊古老的青铜雕像留下了
类似悬念。雕像铸造时间约为公元前460年，
其左手水平伸展，
右手向后举起。考古人员认
为这是一尊神像，
但无法确认他的具体身份。

谁的权杖？
在三星堆众多文物中，有一根长达1.43
米、用700克纯金包裹的以鸟鱼为图腾的长
手杖。在此之前，类似器物通常在西亚、埃及
等地出现，是神权、王权的象征。
新闻协调中心:23602716

要闻中心:23602732

三星堆的金杖，代表着什么呢？与其他
文明又有什么关系？仍待破解。

相隔万里的“CP”
去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
在三星堆周边发现重要遗址——联合遗址，
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有个泥塑陶猪呆萌可
爱，与游戏“愤怒的小鸟”中的反派绿猪极其
相似，是不是有强烈的
“CP”
感呢？
其实，
“愤怒的小鸟”
是万里之外玛雅文明
的陆龟头形胸饰。201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行
“玛雅：
美的语言”
文化展，
展出了这件由贝壳
制成，
体现玛雅人自然崇拜文化的文物。

经济新闻中心:23602737

民生新闻中心:23602750

外星人的传说
硕耳纵目、
高大神树、
形似汽车方向盘的神
秘圆盘……三星堆文物的奇异诡谲，
引人遐想。
有
“吃瓜群众”
甚至认为，
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在
古埃及、
玛雅等文明中，
也有引起这类猜想的文
物。比如画着
“直升机”
图案的古埃及文字。
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
有力地证明，这里是
“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三星堆与大约同时期其他世界文明的
种种
“巧合”
“互动”
，
也表明了人类文明的绚烂
多彩与互鉴共鸣。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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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杜鹃 花开成海
近日，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的 120 多
平方公里原始杜鹃林陆续开花，姹紫嫣红的杜鹃花海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花赏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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