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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就市民关心的新冠疫苗有关问题给予权威回应——

接种疫苗两周后产生较好免疫效果
疫情快报

4月1日18时至4月2日18时

我市新增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4月1日18时
至4月2日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144
例，病亡3例。

4月1日18时至4月2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26例（中国籍202
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3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
瑞拉籍2例、波兰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
哈萨克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1例），治愈出院216例，在院10例
（其中轻型5例、普通型5例）。

4月1日18时至4月2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4例，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85例（境外输入180例），
尚在医学观察10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48例、转
为确诊病例27例。

第182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塞尔维亚。
该患者自塞尔维亚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202），于3月26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8℃，申报无异常。经海
关排查采样后，转送至红桥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4月2日红
桥医院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
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83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塞内加尔达
喀尔。该患者自塞内加尔达喀尔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202），
于3月26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7℃，申报无
异常。经海关排查采样后，转送至红桥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4月2日红桥医院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
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8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塞尔维亚潘
切沃。该患者自塞尔维亚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202），于3
月26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6℃，申报无异
常。经海关排查采样后，转送至红桥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4
月2日红桥医院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
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8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科特迪瓦阿
比让。该患者自科特迪瓦阿比让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
（AF202），于3月26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4℃，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排查采样后，转送至红桥区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4月2日红桥医院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
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
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70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第172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第175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于
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4月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2045人，尚有30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新冠疫苗接种前无需开展新冠病毒核酸及抗体检测，接种后也不建议常规检
测抗体作为免疫成功与否的依据。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就市民关心的新冠疫苗有
关问题给予权威回应。专家表示，根据前期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试验研究，接
种第二剂次灭活疫苗大约两周后，接种人群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本报记者徐杨

专家对此表示，接种疫苗后，人体会
产生保护性抗体，有的疫苗还会让人体
产生细胞免疫，形成相应的免疫记忆。
这样，人体就有了对抗疾病的免疫力。
一旦有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疫苗产生的
抗体、细胞免疫释放的细胞因子就能识
别、中和或杀灭病毒，而免疫记忆也很
快调动免疫系统发挥作用，让病毒无法
在体内持续增殖，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
目的。

专家介绍说，现阶段我国新冠病毒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 18 周岁及以上人

群。60岁及以上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
后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目前，4个
附条件批准上市的新冠病毒疫苗Ⅲ期临
床试验研究纳入该人群的数量有限，重
组亚单位疫苗Ⅲ期试验尚在进行中，暂
无疫苗对该人群的保护效力数据。但上
述疫苗Ⅰ/Ⅱ期临床研究数据显示，该人
群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与18—59岁人
群相比，接种后中和抗体滴度略低，但
中和抗体阳转率相似，提示疫苗对60岁
以上人群也会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建
议接种。

有的市民有些疑惑，新冠病毒发生变异
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还有作用吗？专家表
示，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情况看，
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病毒变异会使现有的新
冠病毒疫苗失效。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之

一，它的增殖要依靠活的细胞。在增殖过程
中，病毒会发生变异。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研
究机构、疫苗生产企业等都在密切关注新冠病
毒变异情况，也在开展相关研究，这将为后续
疫苗的研发及应用提供预警和科学分析依据。

专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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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荐仅因接种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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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仅因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
延迟怀孕计划。虽然目前尚无哺乳期女性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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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医务人员等）接种疫苗。考虑到母乳喂养对
婴幼儿营养和健康的重要性，参考国际上通
行做法，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建
议继续母乳喂养。

免疫功能受损人群可以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吗？专家表示，免疫功能受损人
群是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死亡高风
险人群。目前尚无新冠病毒疫苗对恶性
肿瘤、肾病综合征、艾滋病患者、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数据。该类人群疫苗接种后的免疫

反应及保护效果可能会降低。对于灭活
疫苗和重组亚单位疫苗，根据既往同类
型疫苗的安全性特点，建议接种；对于
腺病毒载体疫苗，虽然所用载体病毒为
复制缺陷型，但既往无同类型疫苗使用
的安全性数据，建议经充分告知，个人
权衡获益大于风险后接种。

育龄期和哺乳期女性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

本报讯（记者 徐杨 摄影 王倩 白露）又是
一年清明时，为缅怀纪念捐献者，倡导逝世
后捐献器官、遗体的社会新风尚，天津市红
十字会等部门昨天举办 2021 年“生命的乐
章”——奉献者生命礼赞·红十字清明追思
缅怀纪念活动，这也是市红十字会第10年举
行清明追思缅怀活动。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是一群特殊的逝
者，他们在生命的终点奉献出自己最后的余热，
为医学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帮助无数素昧平生
的陌生人重获“新生”，用“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奏响了最精彩的生命乐章。截至
2021年 3月，我市已累计实现遗体捐献934
人，人体器官捐献1340人。

昨天上午，蓟州区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
园里，鲜花簇拥下的奉献碑显得格外庄严、肃
穆，全体人员深深鞠躬、悼念默哀。主持人深
情诵读部分2019年至2021年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者的姓名，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
悲伤却温暖人心的故事。伴随着现场奏响的
音乐《爱的奉献》，出席活动的捐献者家属、志
愿者等依次向奉献碑敬献鲜花，向所有无私奉
献的捐献者致以最深的敬意。捐献者家属代
表及参加活动人员还书写心愿，以天堂邮筒投
递明信片的形式寄托哀思，铭记捐献者们大爱
无疆的壮举。

本报讯（记者张清摄影王倩）昨天，天
津市青少年清明祭英烈主题团（队）日活动在
天津烈士陵园举行。800余名来自全市各领
域的青年党员、团员、少先队员代表齐聚于
此，学党史祭英烈，争做红色传人。

活动现场，抗日英雄吉鸿昌的外孙女郑
吉安大校讲述了外祖父吉鸿昌烈士的英雄事
迹。“铭史鉴往守初心！”北辰区青马工程培训
班班长、北辰区委党校青年教师王萌分享了
自己作为一名青马学员的学习和奋斗故事。
少先队员代表、和平区岳阳道小学纪施雨则
从参与志愿服务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号召广大少年儿童从身边小事做起，立志向、
修品行、练本领。

来自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100名
少先队员，共同演奏交响乐《激情燃烧的岁
月》。伴随着震撼视听的旋律，在场的青少年
一起重温了党的光辉历程。

此次活动是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
市教委、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北辰区委举办的，旨在通过这样
的仪式教育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从团市委获悉，4月上旬至
中旬，还将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追思烈
士事迹活动。

本报讯（记者 韩雯 摄影 吴迪）又到清
明祭扫时，亲人的骨灰长眠于大海之中，生者
该如何追思缅怀？昨天，京津冀三地民政部
门联合举办首届京津冀骨灰撒海清明共祭活
动，大海扬波，哀思绵绵。
上午10时，载着京津冀三地50余名家

属的轮船缓缓驶出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
共祭仪式正式开始。轮船到达指定海域，人
们有序出舱来到甲板。面对浩瀚大海，家属
们倚栏凭吊，双手将花瓣和可降解的祈福卡
轻轻撒入波涛，寄无限思念于海上清风，带去
对已故亲人的深情祝福。
从2014年参与骨灰撒海，到之后每年参

与海上祭扫，与那些到殡仪馆、公墓祭扫的身
边人相比，侯燕洁阿姨习惯了过不一样的清
明节。她说：“能在思念的时节，在轻柔的海
风里倾诉思念，这是最好的缅怀，特别是去
年，因为疫情，虽然不能亲自前来参加海上祭
扫，但是工作人员用代祭扫的方式，并通过连
线家属‘隔空’参加共祭仪式，让人觉得和逝
去亲人之间的距离从未远离过。”
从举办方获悉，京津冀三地共同组织骨

灰撒海活动已有20多年，先后撒放骨灰近5
万具，参与家属12万余人，其中，自1990年
天津开设骨灰撒海业务，截至2020年，已累
计撒放骨灰21910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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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璐

日前，第二十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在
天津梅江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作为2021年首次行业盛宴，
众多自行车、电动车企业展现了新材料、精加工、轻量化、智
能化、人性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尤其是电动车企业，纷纷
拥抱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化出行场景，向大众展现了未来智
慧出行的各种可能。

随着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产品对市场的不断推动，锂
电新能源自行车企业参展数量众多，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
亮点。本届展会电动车参展开始注重人工智能场景化应
用展示，通过具象的场景搭建，吸引了众多经销商及观展
者近距离体验。指纹解锁、近场感应等“黑科技”越来越多
地应用到电动自行车当中，让人耳目一新。

汽车式流水转向灯、智能倒车系统、蓝牙头盔、动态数码显

示仪表……除延续以往电动车炫酷、亮丽的颜值外，此次展会，电
动自行车在性能上更是让用户直观感受到高配智能的骑行体
验。展览现场，一家电动车企业的负责人介绍说：“我们的产品采
用了汽车级锂电，续航无忧。同时，通过搭载华为的HiLink终端
智能技术，将为消费者带来更智能、更便捷的智慧出行体验。”他
告诉记者，产品已经实现了一部手机解决骑行全过程操作，包括
开锁前故障检测、车辆定位及开锁、蓝牙头盔互动及最后的关锁
程序等，在保障骑行安全的同时，提供了更好的使用体验。

据了解，此次展会参展单位超过600家，入场观众中经销
商与专业观众超过80%，交易场面异常火爆。受国外疫情影
响，众多国外客商及国际买手无法前往展会现场，为此，展会
官网开设了“云展会”线上展厅，免费向所有行业外贸企业开
放。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深实力买家通过“云展会”
提出了意向采购信息，采购范围包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及零
配件等几乎涵盖整个行业全部的产品类型。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昨天从蓟州区文旅局获悉，为满足清
明踏青赏花游需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蓟州区13个景区
已经全部恢复对外开放。
为满足游客需求，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一些红色旅游线路，其

中盘山、黄崖关长城、梨木台、九山顶等景区都推出了红色旅游
线路。旅游大镇下营镇还兴建了红色十里长廊，由下营镇刘庄
子村爨岭庙烈士陵园出发，到下营镇青山岭村战备洞结束，路线
蜿蜒曲折，有山路、有平地，途经果园、松树林、梯田等场景，全程
设置100个景观灯，设置100个音箱，同时播放不同红色歌曲
“百首红歌颂党史”，还根据当地抗战历史，共设置9个红色驿站，
每个驿站循环播放抗战时期该点位的红色革命故事。与此同
时，鲁家峪村杏花、黄崖关长城山桃花、下营镇梨花等也已盛开。

本报讯（记者王睿）4月1日一早，来自澳大利亚的“格洛悉
尼”号LNG船装载着6.16万吨LNG缓缓靠泊位于滨海新区的
国家管网集团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津LNG）
码头，成为天津LNG“第三方开放”的首船，标志着天津LNG接
收站正式向第三方开放。

LNG基础设施的公平开放是国家管网集团贯彻落实“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化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迈向
纵深的重要举措，旨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需要、服务行业
发展。2020年10月，国家管网集团发布《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
集团有限公司油气管网设施信息公开的通知》，定期向社会公开
油气管道剩余能力，推动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向全社会公平开放，
促进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
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此次进港的“格洛
悉尼”号装载的LNG是由国内一托运商为其下游用户购买，将
通过天津LNG接收站储存、气化后外输至用户。

天津LNG总经理张林松表示，第三方首船、首车接卸和加
注的顺利完成，让天津LNG在今年打好“市场开拓攻坚战”的道
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新冠病毒变异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还有作用吗？

新冠病毒疫苗在人体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免疫功能受损人群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

注重场景应用 感受智能骑行

电动自行车拥抱人工智能
蓟州区13个景区恢复开放

天津LNG迎来
“第三方开放”首船

我市一家皮划艇俱乐部的业余选手——12岁少年王天
童3月30日划皮划艇，从海口白沙门出发，划行21公里，历
时3小时40分，到达广东排尾角海滩，成功横渡琼州海峡，成
为目前国内皮划艇完成横渡琼州海峡年龄最小的选手。

通讯员黄琼杨彤摄

本报讯（记者杜洋洋）为充分发掘和平区革命文物价值，做
好文物活化利用，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巩固和平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近日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一份生动教材。

线路起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中共中央北方局旧
址纪念馆参观完毕后，乘车沿黑龙江路—长春道—吉林路—
赤峰道—山西路，到达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而后，可乘车
沿山西路—鞍山道右拐到达线路终点：天津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张园) 。
和平区红色旅游线路重点推介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中

共天津历史纪念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
旧址三个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史宣传阵地，同时游客
借助旅游线路沿途还可以就近参观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
遗址、吉鸿昌旧居、国民饭店、基泰大楼旧址、十八集团军驻津
办事处旧址、新生社旧址等革命文物，串点成线，进一步深度
了解和平区红色旅游线路上的各个重要历史印迹。

和平区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