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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27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11月8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27例
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1例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2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今天，
2022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
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拉开大幕。
记者从市商务局昨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我市将利用本届车展
的时机，启动为期一个月的2022天
津汽车消费嘉年华，开展新车发布、
购车补贴、赛车体验等活动。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将串联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V1汽车世界、滨
海新区平行进口汽车城及全市汽车
赛事、文化旅游、餐饮购物等重要消
费场景，总体框架为“2+3+4”，即举
办V1汽车世界赛车文化节、平行进
口汽车安心嗨购节两场特色活动；开
展“津乐购”购车优惠、赛车体验优
惠、“津”彩纷呈消费优惠等3场主题
活动；发布天津汽车主题旅游线路、
天津玩车地图、天津购车地图、天津
汽车消费白皮书等4项消费指引。

其中，平行进口汽车安心嗨购
节将于11月18日开启，这也是全国
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平行进口汽车展
销活动。天津市平行进口汽车流通

协会秘书长张婷婷介绍，此次活动的展
销地点是各平行进口汽车企业的真实
经营地，将整个天津口岸作为一个巨大
的展销区，其间的优惠活动包括企业让
利、代金券和礼品赠送等。

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的
2022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是今
年以来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
全的国际顶级车展，总展出面积达20
万平方米，近千台展车集中亮相。记
者了解到，车展期间，在享受汽车品牌
给予价格优惠的基础上，每日前100名
购车客户凭当日购车合同、订金单据
和付款凭证到组委会登记留档，可再
获得组委会发放的1000元现金红包。

为配合车展，津南区计划推出多项
促销活动，例如，在全区4S店开展“活力
津南 畅享购车”2022年津南区购车保
险补贴活动。各大商业综合体、商超、
家居家电卖场也将通过满赠、抽奖、发
放代金券等形式促进消费。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明天至11月
15日，是2022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
会公众参观日，参展观展人员需持24小
时内天津本地核酸阴性证明入场，7天内
有外地旅居史的人员不能进入场馆观
展，现场将查验行程码。

据悉，观众入场前需下载“天津数字
防疫”App，确保天津健康码为“绿码”。
观展当日，在“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
微信公众号的“票证服务—流调信息”栏
内填写信息，显示“绿码”方可入场。

本届车展采用实名制预约购票模
式，想到现场参观的市民可提前24小时
在网上预约购票，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入
场，1.4米以下儿童免票（需在成人陪同
下入场）。境外或无身份证人员可凭购
票信息和护照等有效证件，到展会现场
票务服务点进行身份核实。

此外，主办方建议重点人群结束参展
观展后第1天和第3天进行核酸检测，做好
健康监测。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这两天，津城天气转阴，雾霾开始登
场。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一直到12日，我市将多阴雨天气。

昨天，市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
中心城区将出现中到重度霾，能见度较差，易形成重度空气污
染，随后又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
天津大部分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浓雾，局地能见度不
足200米，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本周末，随着冷空气的到来，雾霾将有所缓解。昨天晚上，
我市出现降水天气过程，今天白天以阴为主，夜间还有降雨量为
2毫米左右的分散性小雨，但气温没有明显下降，今天白天最高
气温预计为18℃，最低气温为11℃。11日依然阴有小到中雨。
从12日开始，津城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13日之后，北部地
区最低气温持续低迷，将逐步跌破0℃。

昨日先后发布霾和大雾黄色预警

未来几日多阴雨天气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继续关注20
项民心工程进展情况，并邀请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和市交通
运输委负责人来到节目现场，围绕各自承担的任务向群众汇报
具体落实情况。

养老服务已连续15年被纳入民心工程，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朱峰详细介绍了养老综合服务体建设、居家养老床位建立
和失能老人家庭护理员培训等情况。今年，市卫生健康委承担
了多项民心工程任务，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全军介绍了相关
工作的进展，特别是针对今年新增的互联网+护理服务项目作
出详细介绍。优化公交线网、强化公交和地铁接驳以及农村公
路的提升改造是市交通运输委今年民心工程的主要任务，市交
通运输委党委书记、主任王魁臣介绍了相关工作的进程。三个
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将高质量完成今年民心工程的各项任务，并
谋划好2023年的工作，向天津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民生答卷。

《百姓问政》关注20项民心工程进展

向百姓交上满意的民生答卷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按照我市新冠
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部署，从今天起，吸
入用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在天津
各区正式启动。接种者不用打针，轻轻
“一吸”，就可完成加强免疫接种。这款疫
苗由天津上市企业康希诺生物研发，名为
克威莎?雾优?。

记者从康希诺生物方面获悉，吸入用
新冠疫苗并没有被吸入胃里，而是进入呼
吸道和肺部。研究表明，呼吸道飞沫和密
切接触传播仍是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路
径，吸入用新冠疫苗通过吸入给药的方
式，在身体与病毒接触的“第一触点”——

呼吸道黏膜激发免疫反应，就像给吸入者
戴上了一个“隐形的口罩”，是除了体液免
疫和细胞免疫外再增加的一道有力防线。

该吸入用新冠疫苗有着极具优势的
免疫战绩。最新研究表明，在接种2剂灭活
疫苗6个月后，序贯加强吸入用新冠疫苗，
针对奥密克戎突变株的中和抗体水平是
灭活疫苗同源加强的14倍，是重组蛋白疫
苗序贯加强的6倍。

此前，在全球已有十多个国家的上亿
民众接种过肌注型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已得到多方验证。
今年5月19日，这款新冠疫苗被世界卫生组

织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据悉，吸入用新冠疫苗是在已有的腺

病毒载体肌注用新冠疫苗的基础上，创新
改变了给药方式与剂量，带来更好的免疫
保护效果。其吸入剂量仅为肌注剂量的
五分之一。“这也使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
整体下降很多。”康希诺生物首席科学官
朱涛说。

康希诺生物是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
的理事单位。此次该上市企业联合合成生
物学海河实验室全力以赴实施“吸入用新
冠疫苗护津城科技示范项目”，致力于为民
众抗击新冠疫情打造新一层免疫屏障。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从今天起，吸入用新冠疫苗克威莎?

雾优?加强免疫接种工作正式启动。不
用打针，“一吸”就能搞定的吸入用新冠
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如何？怎么接种？
接种时有哪些注意事项？该疫苗的“出
品方”康希诺生物方面就市民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解答。

安全性和有效性均有充分保证

什么是吸入用新冠疫苗？

答：吸入用新冠疫苗的成分与肌注式腺

病毒载体新冠疫苗一致，是在其基础上创新

给药方式，经口腔吸入在呼吸道进行免疫，

无需注射，不仅可激发体液免疫和细胞免

疫，更能激发黏膜免疫，提供多重保护。

吸入用新冠疫苗安全有效吗？

答：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国家药监

局组织论证同意，康希诺生物吸入用新冠

疫苗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

苗研发专班批准，作为加强针纳入有条件

紧急使用，安全性和有效性均有充分保证。

研究数据显示，本疫苗接种后针对奥

密克戎等变异株有良好的加强免疫效果，

最新研究表明，在接种2剂灭活疫苗6个月

后，序贯加强吸入用新冠疫苗，针对奥密克

戎突变株的中和抗体水平是灭活疫苗同源

加强的14倍，是重组蛋白疫苗序贯加强的6

倍。这说明，采用吸入用新冠疫苗作为第

三针，效果远远优于灭活同源加强。

仅用于加强免疫接种

现阶段吸入用新冠疫苗的使用目标人

群是哪些人？

答：目前吸入用新冠疫苗仅用于加强

免疫接种。已全程接种2剂次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生物制品研

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的灭活新冠疫苗或1剂次康希诺生

物生产的肌注式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

均可选择此疫苗开展1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现阶段吸入用新冠疫苗可以用于基础

免疫吗？

答：吸入用新冠疫苗暂不用于基础免

疫接种。

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是否会影响核酸

检测结果？

答：不会。吸入用新冠疫苗中不含现

有核酸检测靶标，接种后可以正常进行核

酸检测，不会影响检测结果。

疫苗严重过敏反应等人士慎用

哪些情况不建议接种吸入用新冠

疫苗？

答：对本疫苗或类似疫苗中的任意成

分有过敏反应的人群；既往对疫苗有过严

重过敏反应（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性水

肿、呼吸困难等）的人群；患有不受控癫痫

的人群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以及拥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14的患者。

慢性病人群可以接种吸入用新冠疫

苗吗？

答：《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

一版）》17，慢性病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

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健康状况稳定，

药物控制良好的慢性病人群不作为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禁忌人群，建议接种。慢性疾

病处于急性发作期暂缓接种。

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要做哪些准备？

答：带好身份证，戴口罩；接种时带接

种证；充分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过敏史、

疾病史、既往有无疫苗反应等情况，方便接

种时如实向医生告知。

吸入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答：正式接种前，可在接种医生指导下

自行练习一两次，先深呼一口气（不可对着

雾化杯呼气），口含雾化杯吸嘴，深吸至杯

中无雾，憋气5秒以上（最少5秒），然后正常

呼吸，接种结束。

一次吸入失败可重吸一次

如果吸入失败怎么办？

答：需重新吸入一剂次疫苗，仅允许重

复吸入一次。

什么情况属于吸入失败，需要重复

吸入？

答：经接种医生研判，若发生：吸入后

雾化杯内存有明显的雾状气体；吸入过程

中（包括5秒憋气期间）发生咳嗽、提前吐气

等情况，均属于吸入失败。

吸入失败再次补吸一次是否有风险？

答：不会。正常情况下，每1次人用剂

量为0.1毫升，吸入失败才会再吸一次，两次

累计最大吸入剂量为0.2毫升。临床研究结

果显示，接种0.2毫升剂量安全性良好且不

会引起任何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后要注意什么？

答：接种本疫苗后应在现场观察至少

30分钟；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既往

已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原，尽量不饮酒、不

进食辛辣刺激或海鲜类食物，建议清淡饮

食、多喝水。

吸入用新冠疫苗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答：常见的不良反应为细胞免疫引起

的一过性疲乏和发热，一般无需特殊处理，

可自行恢复。发热大都持续1至2天，超过

38.5℃及时吃退热药（任何种类退热药均

可），其余物理降温即可。如果症状较重或

无法自行判断严重程度，应及时就医处理，

并向接种点的医生报告。

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腺病毒会不会

传给家人？

答：不会。腺病毒载体是复制缺陷型，

不会在人体内复制，不会排毒，不会感染周

围人和环境。

能“吸”的新冠疫苗可在津接种了
通过吸入给药方式进入呼吸道和肺部 激发呼吸道黏膜免疫反应

吸入用新冠疫苗安全吗？怎么吸？注意啥？

疫情
快报

参观车展需持24小时内

天津核酸阴性证明

昨天，记者在探营时了解到，各展

馆组织布展等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潘立峰 摄

本年度北方最大车展今日在津开幕
我市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汽车消费嘉年华 举办5场活动发布4项消费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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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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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区
蓟州区
蓟州区

接种单位名称

南营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王庄街大型接种点
鲁山道街大型接种点（健身园）

陈塘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挂甲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开街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王顶堤街临时接种点
铁东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月牙河街新冠疫苗接种点
咸阳北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铃铛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立街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华明街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中北镇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大寺镇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咸水沽临时点
小站镇临时点
北辰区双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辰区双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村体育馆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杨村一中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大王古庄京滨工业园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王庆坨文体中心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汊沽港京津科技谷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梅厂汽车园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大孟庄卫生院接种门诊
高村卫生院接种门诊
上马台卫生院接种门诊
陈咀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河西务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下朱庄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南蔡村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泗村店卫生院接种门诊
下伍旗卫生院接种门诊
徐官屯卫生院接种门诊
宝平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
海滨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
钰华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
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妇产医院
港口医院
寨上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新贝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太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生态城医院
新北蓝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河区桥北街卫生院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宁河区体育馆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静海镇卫生院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良王庄乡卫生院接种点
蓟州区人民医院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蓟州区尤古庄中心卫生院

地址

和平区昆明路62号
河东区大王庄街七经路与七纬路交口
河东区鲁山道街河东区体育健身园羽毛球馆

河西区茂名道29号

河西区传奇大厦2楼

南开区南开二纬路113号南开公园内朝园里文化站

南开区楚雄道5号王顶堤医院北院
河北区张兴庄大街智贤道60号
河北区靖江东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彰武路1号
红桥区怡闲道42号
东丽区津塘公路4号桥新立村派出所旁
东丽区华明街华明家园香园12号楼2楼
西青区中北镇阜盛道10号
西青区大寺镇云泽路4号
津南区咸水沽镇津沽路120号（咸水沽医院旧址）
津南区小站镇葛万公路（小站实验中学旧址院内）
北辰区双口镇富鸿路288号双口小学旁
北辰区双街庄园南道66号
武清区雍阳东道20号体育馆院内
武清区光明道东150米
武清区大王古庄镇古达路17号京滨睿城B10
武清区王庆坨镇北环路文化中心院内
武清区汊沽港镇京津科技谷和园道87号
武清区汽车产业园天瑞路3号加速器院内16号厂房
武清区大孟庄镇京津公路与廊良路交口西100米
武清区高村镇乡府大街105号
武清区上马台卫生院西200米
武清区陈咀镇万兴工贸园兴旺道南侧10号
武清区河西务镇新文化广场
武清区下朱庄街天津菜馆南湖店西200米处
武清区南蔡村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武清区泗村店碧桂园16号
武清区下伍旗镇政府南100米
武清区杨六路179号
宝坻区体育馆北侧停车场
宝坻区海滨医院南200米
宝坻区观潮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滨海新区海滨街西苑小区内
滨海新区大港兴华路368号
滨海新区塘沽河南路8号
滨海新区塘沽桂林路15号
滨海新区新港街新港二号路1482号
滨海新区寨上街建设南路279号
开发区第三大街65号泰达医院
高新区渤龙湖科技园惠全道88号
滨海新区太平镇友爱村南
生态城和畅路3333号
滨海新区新北街厦门路2519号
宁河区桥北街运河家园底商6号楼4-5
宁河区商业道28号
静海区静海镇胜利南路6号
静海区良王庄乡良一村
蓟州区渔阳镇南环路18号
蓟州区尤古庄镇黄辛庄村北

接种服务开展时间

周二、周四8：00—11：30，13：30—17：30
周三、周六8：30—11：30，14：00—16：30
周三、周五8：30—12：00，14：00—17：00
周二、周四下午半天，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周日上午半天 8：00—11：30，14：00—16：30
周一至周日8：00—11：30，14：00—16：30

周一至周日8：00—12：00，14：00—18：00

周一至周日8：00—12：00，14：00—18：00
周一至周日8：30—11：30，13：30—16：30
周一至周日8：30—11：30，13：30—16：30
周三、周五8：30—11：30
周一、周五14：00—17：00
周一、周五13：30—16：00，周六8：30—11：00
周三13：30—16：00，周六8：30—11：00
周一至周日8：30—11：30
周一至周日8：30—11：30
周一至周日9：00—11：30，13：30—16：30
周一至周日9：00—11：30，13：00—16：00
周一至周五8：30—11：30
周一至周五8：00—11：00
周二、周六14：00—16：00
周三、周日14：00—16：00
周一、周四14：00—16：00
周六8：30—11：00
周三、周五14：00—16：00
周五14：00—16：00
周四14：00—16：00
周一、周二14：00—16：30
周二、周四14：00—16：00
周六14：00—16：00
周三、周六13：30—16：00
周三、周日13：30—16：00
周五14：30—16：30
周日14：00—16：00
周二、周三13：30—15：30
周一、周三14：00—16：00
周一至周日8：00—17：00
周一至周日8：00—11：00，13：30—16：30
周一至周日8：00—11：00，13：30—16：30
周一、周三、周五14：00—16：00
周二至周六8：30—11：30
周四至周六8：00—11：00，14：00—16：00
周一至周五8：30—11：30
周一至周五8：30—11：30
周三至周五14：00—16：00
周一至周日8：30—11：30，13：30—16：00
周二8：30—11：30，13：00—16：30
周二、周六13：30—16：00
周一至周五13：30—16：00
周一至周五13：30—16：00
周一至周六8：00—11：00，14：00—16：30
周一至周日8：00—11：30，14：00—17：00
周一至周日8：00—11：00，14：00—16：00
周日、周一8：30—11：30，14：00—16：00
每月单日8：00—11：00，14：00—16：00
每周三8：00—11：00

咨询电话

23229906
18526086566
15712297657

28340350-8201

81152313
17622917730（8：00—17：00）
27457072（17：00—次日8：00）
13164061427
86713822
18522189071
26547801/15712210571
27563385/27562974
24983217
58093228
15602115056
23965816
88820001
18522188255
18622318636
26978890
18522188372
18630873925
22251700
29521010
29491428-8062
59678696
18222728836
15822799121
82284212
22240570
29439133
22982501
29410840
29428899
22289844
15022670319
15922279677
29204356/18522677591
15822832113
17720022730
62091986
15722219299
66593689
25707300
17627861239
15320157336
84974065
16622828514
60177120
4001191011
69372071
69366735
68900682
68230199
60973089、60182284
29830403

天津市吸入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单位信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