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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剂次“加强针”开打 我区持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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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张欣皓）日前，我区

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针”的接种工作

已在各疫苗接种点陆续开展，市民踊跃接种。

截至12月19日16时，我区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共完成接种3384剂次。

12月19日下午，记者在裘马四季疫苗接

种点看到，市民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

序进入接种现场，经过信息登记、身体健康情

况问询且确定符合接种条件后，前往接种区

完成鼻喷式疫苗接种。接种现场设置有留观

区，完成接种的市民在这里观察半小时后，身

体没有不适便可离开。

完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6个月以上

的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

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

群，可以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除裘马四季接种点外，我区各疫苗接种

点均提供肌肉注射式和鼻喷式两种接种方

式。医务人员会现场评估受种者的实际身体

情况，选择相适宜的方式完成第二剂次加强

免疫接种。

连日来，清水镇积极统筹调度，通过包片

动员、成立服务小分队等工作

举措，持续推进辖区60岁及以

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清水镇结合网格化管

理、疫苗接种系统数据，对在

辖区内常住的60岁及以上老

年人疫苗接种情况进行全面

摸排，建立了覆盖全部人群

的疫苗接种情况台账。

12月12日以来，清水镇

发挥包村体系作用，各村每

天对未接种疫苗的60岁及以

上老年人进行逐一动员。同

时，联合辖区卫生院成立疫

苗接种专班，统筹调度全镇

疫苗接种工作，分类提供疫

苗接种服务。在清水镇卫生院设置固定接种

点，提供日常接种服务。针对无法外出的特

殊群体，成立服务小分队，由镇干部、卫生院

医护人员开展就近接种服务。

清水镇建立每日复盘、调度机制。每日

对各村组织动员和疫苗接种情况进行汇总分

析。同时，安排专人每日汇总各村接种计划，

提前与镇卫生院对接下一日疫苗接种安排。

在此提示，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后引

发重症的高危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可有效降

低感染后重症和死亡风险。建议无接种禁

忌、符合接种条件的老年人尽快接种。

人民日报讯（记者 陆娅楠）粮食产量

再创新高，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服务业

生产有所放缓，但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

……“总的来看，11月我国经济顶住疫情反

弹等多重压力，总体上保持恢复态势。”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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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外需收

缩进一步显现，国内疫情大面积反弹，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加

大，对经济运行制约明显。

面对新挑战，各地区各部门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疫情防控

优化措施，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

饭碗端牢，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全国秋粮产量

10220亿斤，比上年增加42.5亿斤，再获丰

收；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731亿斤，比上

年增加73.6亿斤，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

斤以上。

减负稳岗，就业形势总体基本稳定。

在就业优先政策措施作用下，尤其是针对

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帮扶力度加大，青年人

失业率连续下降。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7%，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

中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7.1%，

比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

保供稳价，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今年1至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2.0%。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6%，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

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

同比上涨0.6%，涨幅与上月持平。

“在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输

入性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各地区各部

门压实‘米袋子’‘菜篮子’责任制，完善重

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市场保供稳价

扎实有效，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付凌

晖说。

受疫情反弹、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

响，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2.2%，较10月份回落2.8个百分点。怎

么看待这种波动？

长远看，工业平稳增长的态势没有改

变。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汤魏巍介

绍，1至 11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较前10月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累

计增长总体稳定。

辩证看，产业结构升级的态势没有改

变。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60.5%；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量增长

110.3%，较10月加快30.3个百分点；移动

通信基站设备产量增长41.2%，新能源、新

材料、高技术产品高速增长。前11月，我

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高

于规上工业增加值4.2个百分点，彰显工业

经济韧性。

“展望未来，我国工业成长空间依然广

阔，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政策作用下，工业经

济将继续平稳增长。”付凌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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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成渝中线高铁、西渝高铁

安康至重庆段、西延高铁西安至铜川段相

继开工建设，中西部铁路网填补留白、结

构优化。

云贵高原，云南省百个重点水利工程

集中开工，工程总投资515亿元；贵州夹岩

水利枢纽、凤山水库工程、观音水库工程建

设有序推进、不误工时。

长江三角洲，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重

点项目开工仪式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

江嘉善三地举行，13个重点项目开工，助力

区域发展更有活力、更可持续。

11月，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

落地见效，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

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设备更新改

造，加大民营经济支持力度，投资保持稳定

增长。1至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5.3%，其中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大

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1.9%，支撑作用

明显。

基础设施投资连续加快。1至11月，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比前10

月加快0.2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其

中，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85亿元，较

去年全年增长33%，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水利建设完成投资最多的一年。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布

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薄弱领域补短

板，有力支撑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国家统

计局投资司首席统计师罗毅飞说。

制造业投资稳定增长。积极支持重点

领域设备更新改造，推动扩大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投放，强化投资要素保障，促进制

造业投资较快增长。1至11月，制造业投

资同比增长9.3%，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4.0个百分点。同时，顺应经济升级发展

需要，制造业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改造力

度，带动投资增长。1至11月，制造业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9.1%，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

比重为40.9%。

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创新驱动

战略深入实施，企业研发投入加大，带动相

关行业投资增长。1至11月，高技术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19.9%，比全部投资增速高

14.6个百分点。其中，以电子、医药为代表

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3.0%。

民生补短板投资增长较快。聚焦补短

板保民生，各方面持续加大教育、文化、医

疗等公共领域投入。1至11月，社会领域

投资同比增长12.5%。其中，卫生和社会

工作投资增长27.8%。

罗毅飞介绍，从投资先行指标看，1至

11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

20.3%，投资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到

位资金增长21.5%，为投资持续稳定增长

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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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等因素冲击，11月份消费市场

明显承压，市场销售降幅有所扩大。”国家

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付加奇介绍，11

月本土疫情波及多数省份，居民出行减少、

消费场景受限，非必需类商品销售和聚集

型消费受到明显冲击。11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其中，商品零售

下降5.6%。

付加奇分析，市场规模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比重较大的出行类商品销售下

降，对消费市场影响较大。11月，限额以上

单位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分别下降4.2%和1.6%。同时，餐饮等接

触式消费受到较大冲击，11月餐饮收入同

比下降8.4%。

尽管疫情对消费市场造成短期扰动

影响，但线上消费需求释放带动作用明

显。

网上零售占比持续提升。1至11月，

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6.4%，

增速明显快于线下商品销售，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7.1%，比前10月份

提高 0.9 个百分点，自 9月起占比连续提

升。其中，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吃类和

用类商品网上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5.1%

和6.1%。

网络购物带动快递等行业较快增长。

据国家邮政局测算，11月份中国快递发展

指数同比增长 1.2%；受“双 11”网购促销

带动，11月1日至11日快递包裹日均处理

量是日常业务量的1.3倍。同时，网络消

费、线上服务等带动信息服务类消费较快

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前11月，在实体店铺

零售中，生活必需品供应更为集中的便利

店、食杂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3%和

3.5%，增速分别比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额高2.2和1.4个百分点；自助式消费较多

的超市、仓储会员店零售额分别增长3.1%

和 10.3%，增速分别比限额以上单位商品

零售额高1.0和8.2个百分点。

“11月份市场销售承压主要是受疫情

短期冲击影响，消费市场提质增效态势没

有改变。”付加奇表示，随着进一步优化疫

情防控措施的落地落实，扩内需促消费系

列政策逐步见效，居民消费需求将不断释

放，市场销售有望稳步恢复。

——摘自《人民日报》
2022年12月16日第03版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谢琪锦）

“求助，谁家有儿童泰诺林，孩子发

烧了，刚两个月大。”“我家有一盒，

怎么给您？”“急需两粒布洛芬，哪位

有货？”“我有，马上到。”连日来，面

对感冒退烧药品暂时短缺的状况，

我区在积极筹措药品货源的同时，

邻里间也开始自发无接触式地向

对方提供帮助，一盒感冒药、一剂抗

原……大家不计回报、互相帮助，防

疫药品随着爱一起流动。

“姨，退热贴别买，我给你。”

“希望孩子用不上，如果不够您再

跟我说。”住在永定镇润西山B区

的高女士收到同楼邻居飞飞妈妈

的一条微信，随后，这些退热贴便

送到高女士家里人的手中。高女

士告诉记者，这一举动让她非常感

动，两家人同时搬来这里，平时关

系不错，有事都会互相帮忙，她说：

“人家家里也有两个孩子，不仅想

得很周全，而且真是把我们也当成

自家人了，这些退热贴很有用，让

我们心暖暖的。”

永定镇远洋新天地小区的一名

居民因上班需提供抗原自测结果，

但没有及时收到所购的抗原自测

盒，便在小区业主群里发出需求消

息，很快便得到邻居的响应。一个

小小的自测盒连接起守望相助的邻

里关系，一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彰显的是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磅

礴力量。

老人和小孩是各个家庭重点关

注的人群，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孩子，

一旦发烧就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在

各个社区的居民微信群里，一条条

退烧类药物互助互通的微信消息给

这个严冬带来浓浓暖意。

“家中有孩子发烧这种情况，是

最让家长们头疼的事情。去医院要

排很长的队，去药店又买不到适合

的药，只是在居民微信群里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发了一条信息，没想到

就得到了回复和帮助，真是太感谢

大家了。”大峪街道临镜苑社区的

一位居民表示。

此外，微信群里还有各种需求

帮助的留言得到了积极回复。物理

降温的方法、各种新闻信息的分

享……居民们一条条求助信息的发

布，都是一份份急切的盼望，而邻里

的一次次暖心回应，都是雪中送炭

的善心之举。

人民日报讯（记者 白剑峰）疫情期间，

孕产妇是需要重点保护的特殊群体，也是医

疗服务的重点人群。

孕产妇如何做好防护避免感染？一旦

感染该怎么办？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专家就群众关心的孕产妇健康问题进

行了解答。

问：孕产妇与普通人群相比，是否更易

感染新冠病毒？

答：从总体人群表现看，孕产妇奥密克

戎感染率和普通人群接近，出现症状的表现

类型也和普通人群接近。总体而言，与普通

人群相比，感染不会给孕产妇的健康带来更

多影响。

但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

孕产妇更要加强自我保护，尽量避免感染。

有妊娠计划的女性最好在孕前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增强自身免疫力，尽量调整好身体

状态再怀孕。

问：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会有什么症

状？孕妇感染是否会影响胎儿？

答：从全国产科质控专家组汇总的国内

情况和国际报道看，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之

后，总体上发病率、症状和病程的情况都和

普通人群比较接近，症状主要还是上呼吸道

感染，比如咳嗽、喉咙痛、打喷嚏、鼻塞、流鼻

涕、全身酸痛、发烧，重症的非常少，病程也

基本是 5—7天。可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南

方和北方变异的病毒株略有不同，北方比较

干燥，天气比较冷，病情略重，但病程基本在

5—7天，个例的重症主要和基础病有关，比

如原来肝肾功能不好，或者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这些人群应及时就诊。

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是不是会传

递给胎儿？因为母体有胎盘这样一个非常

好的保护屏障，所以几乎是不传染给胎儿

的。但如果是产后，妈妈、宝宝在一起的话，

还是要注意隔离，妈妈在空间上最好和新生

儿有一定的隔离或者戴 N95 口罩。可以母

乳喂养。

问：孕产妇身边如果出现了感染者或密

接应该怎么办？孕产妇应该如何加强自身

防护？

答：孕产妇身边如果出现感染者，其实

也不用恐慌，如果是家人出现了感染的话，

尽可能在空间上有相对的隔离，特别注意不

要同餐，生活物品尽可能分开，卫生间要进

行消毒，平时居住的空间要尽量通风。如果

同事出现了阳性，能够居家办公是最好的。

如果必须同时在一个空间工作，要注意办公

空间通风，并戴好N95口罩。

对于孕产妇来说，预防感染最重要。保

持两点一线，尽可能少去公共场所，不聚会、

不聚餐。戴好口罩，注意手卫生。从外边回

来一定要洗手，不管是用肥皂水还是用酒精

消毒。另外，保持均衡的营养、充足的睡眠、

积极乐观的心态，都是非常关键的。

孕产妇去医院常规产检，尽可能预约

好，到医院更要注意规范化佩戴 N95 口罩，

同时减少候诊时间。现在很多妇产科都有

互联网线上咨询、远程医疗服务，孕产妇如

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线上进行咨询。

问：如果孕产妇出现了发热或者干咳的

症状，应该怎么办？

答：当孕产妇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

症状的时候，可以做核酸检测或者抗原检

测。无论是不是新冠病毒感染，需要采取的

措施都是多喝水、物理降温，选择孕产妇可

以用的中药来对症治疗。如果选用退烧的

西药，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以上，可以选用

对乙酰氨基酚治疗，这是对孕产妇相对安全

的。特别要注意，选用退烧药应选用单一的

药物，不要进行叠加，这样可以减少可能的

肝肾损害。

对于孕产妇来说，要注意有 3 个监测：

一个是体温，一个是心率，一个是血压。孕

妇要有自己的基础血压监测，当出现异常

的时候，可以早发现。特别注意的是，孕晚

期的孕产妇还要关注胎动的监测，在孕晚

期每天可以监测 1 个小时，每小时有 3 次以

上胎动。如果持续发热 3天以上，用了退烧

药没有好转，或者出现了胎动消失，出现胸

痛、胸闷、腹痛等，要及时和助产机构联系，

及时就诊。

——摘自《人民日报》
2022年12月18日第04版

12月18日下午，北京发布全力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实现“应开尽

开”，很多人及不少新冠病毒感染者

康复后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如何安

全返岗。北京疾控将从六个方面，

温馨提示大家如何安全上班：

建议1：坚持佩戴口罩

上班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或厢式电梯时，均应规范佩戴口罩。

在办公场所,坚持科学佩戴口

罩，建议随身携带口罩，视不同人群

场景选择佩戴适宜的口罩。

建议2：保持办公场所空气流通

通风时优先打开窗户，采用自

然通风。有条件的可以开启排风扇

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气流动。

空调使用前要加强清洗和消毒，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使用时，确保室内

新风量达到卫生标准要求，但应定

时开启外窗加强通风。

建议3：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

到达工作场所后先洗手，工作期

间，接触快递、清理垃圾、饭前便后等

情况下，均应及时洗手或手消毒。不

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

外出回到家，一定要先洗手。

建议4：保持环境卫生清洁

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

垃圾。

电梯按钮、打卡机、办公桌、会

议桌、麦克风、门把手等公用物品或

部位要加强清洁和消毒。用含酒精

或含氯消毒液擦拭即可。

建议5：安全就餐

员工食堂尽量避免人员密集，

餐饮具一人一用一消毒。购（取）餐

注意手卫生，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就餐时分散就座、不扎堆，不聊天，

避免面对面就餐。

建议6：“阳康”后也要做好防护

目前正处于冬季呼吸道感染病

高发期。除了新冠还有其他传染

病。

新冠康复后仍然做好呼吸道防

护，不要降低防控标准。返岗后，在

人多密闭的公共场所坚持戴口罩，

注意手卫生，咳嗽、喷嚏等礼仪。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你“药”我帮 邻里互助 寒冬里的温暖

北京疾控：复工返岗健康防护不能少，
这6个方面要注意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
解读孕产妇做好防护避免感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