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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焦点问题

疫苗加强针谁能打？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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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研究论证结果和疫情防控需要，近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对焦点问题进行回应。

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已经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后为什么还要打加
强针？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加强
免疫可以提高抗体水平，快速让抗体水平反弹。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分析，现在疫苗接种后预防

感染，尤其是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比较好。”王华庆表
示，完成全程免疫接种后的感染风险和未接种疫苗感染风
险相比大大降低。

但是，研究显示，随着接种疫苗时间的推移，受种者的
中和抗体水平在下降，保护效果在减弱。王华庆表示，这
种情况下增加疫苗接种针次，是提高免疫水平、增加保护
性的一项措施。

哪些人打加强针？

加强针接种是否面向全人群？专家表示，目前开展的
是重点人群加强免疫，后续是否扩大范围，会根据疫情防
控需要和相关研究结果做出综合研判。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完成国药

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
疫苗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全程接种满6个
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可进行一剂次加强免疫。

他表示，加强免疫接种目前优先在感染高风险人群和
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同时，各地要
统筹考虑口岸、边境、重大活动等疫情防控需要和60岁及
以上等感染后导致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等因素，扩大加
强免疫接种人群范围。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的
人群，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不同技术路线疫苗能混打吗？

加强针和之前接种的剂次可以使用不同技术路线的

疫苗吗？专家建议，应选择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进行加
强免疫。

王华庆介绍，对于不同技术路线，即异源疫苗接种的问
题，有关专家后续会根据相关企业研究结果进行论证。
“我国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接种策略是同源疫苗接种，即

使用灭活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用灭活疫苗加强，使用腺
病毒载体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
王华庆说。

打加强针有哪些注意事项？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安全性如何？有哪些注意
事项？

王华庆介绍，根据研究结果看，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发生
的不良反应水平没有超出既往针次出现不良反应的水平。

关于注意事项，王华庆提示，之前选择灭活疫苗或者腺病
毒载体疫苗出现急性过敏性反应的，后面作为禁忌不能接种。
接种疫苗后要现场留观30分钟，以评估接种后可能出现的风
险。此外，接种疫苗后要避免剧烈运动，保持平稳生活状态。
“接种疫苗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第三剂次接种可能会出

现发热、头痛、疲劳。”王华庆表示，这些都属于一般反应，不需
要专门的治疗，但是假如症状一直在持续，且症状比较严重，
要及时就医。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完成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司、国药
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
载体疫苗全程接种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可进
行一剂次加强免疫。

■我国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接种策略是同源疫
苗接种，即使用灭活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用灭活
疫苗加强，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
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

10月25日18时至10月26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0月25
日18时至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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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18时至10月26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印度籍，货轮输入，为无症状感
染者转归），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56例（中国籍313
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4例、波兰籍3例、印
度籍3例、法国籍2例、意大利籍2例、委内瑞拉籍2例、韩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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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籍1例、西班牙籍1例、新加坡籍1例、印度
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突尼斯籍1例、缅甸籍1例），
治愈出院341例，在院15例（其中轻型1例，普通型14例）。

第35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由我市第358例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转归，昨日胸CT示右肺上叶新见小结节

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普通型），继续在海河医院治疗。

10月25日18时至10月26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
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日本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
染者367例（境外输入362例），尚在医学观察8例（均为境
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09例、转为确诊病例50例。

第367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日本。
该患者自日本东京乘坐航班（IJ253），于10月18日抵达天
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
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当日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
河医院就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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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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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6004人，尚有18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围绕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按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工作要求，聚焦2030年前碳达
峰目标，对推进碳达峰工作作
出总体部署。

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王思北）为加强对互
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的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26日公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
息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
征求意见稿，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互
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签订协议，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注册、使用的
账号名称信息，不得有假冒、仿冒、捏造党政军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人民团体等组织机构的名称、标识；不得有假冒、仿
冒、捏造新闻媒体的名称、标识，或擅自使用新闻、报道、报刊
等具有新闻属性的名称信息等情形。

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应当按照“后
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在注册
账号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不提供真
实身份信息，或者冒用组织机构、他人真实身份信息进行虚假
注册的，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不得为其提供服务。

国家网信办发布规定

不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账号

或将无法使用互联网平台服务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目前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为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主动
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后，涉及下述流行病学史：10月8日至
26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312省道天鹅湖物
流园韩永饭店，10月17日途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一阁涮
锅城，10月22日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医院，均为感染者
轨迹重合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集中隔离管理周期结束
时未满抵津14天者，继续实施居家隔离至抵津后14天。

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做好个人防护，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配合
做好公共场所测温、验码，做到疫情防控意识和健康行为
不放松。符合接种条件的，应积极主动到辖区接种点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降低自身感染和发病风险，共同筑牢人群
免疫屏障。

我市更新

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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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10月26日电（记者 田建川）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26日发布消息，广东省政府日前批复珠海市兴业快线
（南段）一标段工程石景山隧道“7·15”重大透水事故调查报
告，认定该事故是一起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纪检监察机
关对事故属地党委政府、有关监管单位公职人员和国企人员
共27人予以追责问责，包括对珠海市副市长张宜生给予政务
警告处分、珠海市副市长胡新天给予诫勉处理等。

7月15日，广东省珠海市兴业快线（南段）一标段工程石
景山隧道施工段发生透水事故，导致14名施工人员被困。在
经过一周的救援后，确认全部被困人员遇难。

调查报告显示，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隧道下穿吉大水库时
遭遇富水花岗岩风化深槽，因工程措施不当导致右线隧道掌
子面拱顶坍塌透水，涌入左线隧道致作业人员溺亡。

广东珠海“7·15”重大透水事故调查报告批复

珠海市副市长等27人被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