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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形势再次严峻，国家开始在全
国范围为老百姓免费接种新冠疫苗。1月
14日上午，记者就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专
访了西安交大二附院感染科主任党双锁教
授，就有关新冠疫苗的种类、接种的相关问
题进行专门解读。

新冠疫苗分类及区别

记者：现在我国接种的新冠疫苗有哪些
种类，有什么区别？

党双锁：目前全球主要的新冠疫苗分
为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
（也称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核酸疫
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复制或非复制）以及
多肽疫苗等。

我国疫苗研发处于全球第一方阵，其中
灭活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两种技术路线
共 5个疫苗进行了 III期临床试验。目前国
内第一批疫苗主要是灭活疫苗。

核酸疫苗是全世界都在积极探索的疫
苗研发新技术，包括核酸疫苗，是通过编码

的蛋白基因序列的质粒载体，经肌肉注射或
微弹轰击等方法导入宿主体内，通过宿主细
胞表达抗源蛋白，诱导宿主细胞产生对该抗
源蛋白的免疫应答，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
的目的。

关注人群和安全性

记者：截至1月13日，我国累计接种超
1000万剂次，请问疫苗安全性如何、关注的
重点人群有哪些？

党双锁：灭活疫苗将体外培养的新病毒
进行灭活和纯化，从而得到疫苗。被灭活后
的病毒没有致病能力，但仍然可以刺激机体
产生免疫反应，使体内产生抗体。

疫苗接种当前主要关注的重点人
群，包括从事进口冷链线条所有人员，公
共交通相关的如航空、船舶、航空空勤、
铁路运输和生鲜市场、医疗疾控、检疫人
员等感染风险比较高的工作人员，以及
必须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去工作
和学习人员。

从目前信息了解，我国开展的新冠疫苗
临床试验接种情况来看，虽有个别人有一些
轻微不良反应，如局部酸痛等，尚无严重不
良反应报道。

疫苗接种周期及注意事项

记者：新冠疫苗该如何接种？需要接种
几次？

党双锁：我国现在使用的灭活疫苗，研
究发现疫苗发挥作用的时间主要是在接种
疫苗第二剂的2周后。因此需要注射两剂，
相隔2到3周复种一次。

记者：疫苗能提供多长时间的保护？
党双锁：目前科学家们仍在研究注射疫

苗后的保护期，初步推断至少在半年以上。
记者：孕妇、儿童等特殊情况人群可以

接种吗？
党双锁：目前没有相关研究数据，暂不

推荐在此类人群中接种新冠疫苗。疫苗说
明书中的禁忌包括所有严重急性疾病和慢
性病的急性发作期，因此痛风发作期不宜接

种疫苗。有心脏病、冠心病以及冠状动脉硬
化的群体，若出于急性发作期，应暂缓接种
疫苗。

记者：接种后需要注意什么？
党双锁：接种新冠疫苗后，受种者要在

接种门诊留观 30分钟，观察是否有过敏反
应，留观后无异常方可离开，若离开后出现
高热大于38.5℃，或局部红肿大于2.5厘米，
需及时向接种医生报告，并尽快到医院就
诊。接种当日注射部位保持干燥并注意个
人卫生，适当安排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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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种后，绝大
部分人可以获得
免疫力，也将在人
群中逐步建立起
免疫屏障，阻断疫
情流行。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李旭东

身边

“我要感谢养老院的护士长张茹茹，还有会诊的医生，感
谢他们救了我的母亲，是她们跟生命接力赛跑，我的母亲才转
危为安！我真正感受到了唐城医院松鹤养老院老年科医护人
员及时有效的治疗和优质、贴心的服务……”患者女儿梁女士
激动地说。

站在电梯口，借着还未停靠的间隙，梁女士的手因为激动
不停颤抖。她热泪盈眶，一遍遍重复着感谢的话语。

此时是2021年1月12日早上的8点半。
同样的时间段，三天前，西安松鹤养老院的一位年届八旬

的老人，正经历着病痛的考验。
1月8日早上8点左右，梁女士的母亲李秀荣老人突发尿路

堵塞等状况，出现腹痛、憋胀、寒颤症状，导致呼吸急促，整个人
身体一时间如筛糠般抖动起来。

护士长张茹茹得知情况后，立即联系唐城医院的住院医师
和B超室大夫，请求来养老院会诊。

几分钟后，医生们便迅速赶来，为老人进行床前会诊及B
超检查，并作出了诊断。

很快下了医嘱后，护士长张茹茹立即带领早班的医护人
员，一起为老人实施了导尿等救治方案，解除了老人小腹憋胀
等问题，使老人转危为安。

梁女士说，作为女儿，那一刻她不知该怎样来表达对这些
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

“这些救治她母亲的孩子们，也不过 20几岁，家庭的环境
本可以让她们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养尊处优的生活。”梁女士
称。但当那身护士服着身、燕尾帽于冠，便许下了医者仁心的

誓言：“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
脏，把养老院的老人都当成家人、
亲人看待。”

梁女士深有感触地说：“在这
里，我亲眼见证和体验到了精湛的
医术，优质的服务态度以及敬业精
神，我为她们点赞！她们是真正医
者仁心的白医天使。” （紫薇）

为生命接力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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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专项行动严打严防暴力犯罪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 1月13日，陕西省公安

厅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部署冬季严打严防暴力犯罪
和多发性侵财犯罪两个专项行动，全力维护春节前
后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平安稳定。

针对冬季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的特点，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加大对绑架、抢劫、故意伤害
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防控
和打击力度，全面排查掌握各类矛盾纠纷，深入细
致地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全力预防“民转刑”“刑转
命”案件。同时，省厅要求将盗窃犯罪作为重点，突
出打击入户盗窃、盗窃商业门店、车内财物、大货车
燃油等违法犯罪活动。快侦快破现发案件，尽力追
缴赃款赃物，尽快予以返还，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
失。全面加强社会面和大型商业场所、集贸市场、
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扎实组织开
展治安联防、邻里守望，严防案件发生。

省公安厅

去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7.3%
本报讯（程刚）1月13日，笔者从榆林市外事和

对外经济协作局获悉：2020年度榆林市共实施招商引
资项目 488 个，资金到位 1116.09 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引进外资1.1724亿美元，同比增长1.98%。

2020年，榆林市通过建立健全招商引资促进机
制，探索引入产业引导基金等专业化招商新模式，梳
理修订 18个“双招双引”优惠政策，强化组织保障，
对重大项目实行“一把手”接待、协调解决主要问题，
让招商引资项目“招得来、落得下、留得住”。同时，
榆林市制定出台了招商引资考核和奖励办法，加大
对县区、园区、部门及个人的奖励力度，进一步调动
全市招商引资的积极性。

榆林市

11家企业捐赠善款5575.19万元
本报讯（记者 鲜康） 1月14日上午，陕西省慈

善协会举行爱心企业集中捐赠仪式,陕西盘龙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赛格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等 11 家爱心企业向省慈善协会捐赠总额共计
5575.19万元善款。

仪式上，延长石油集团捐赠 500万元，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捐赠 500万元，陕西志羊乳业吉羊乳品有
限公司捐赠价值 11.19万元的奶粉，用于 2021年全
省春节送温暖和慈善帮困慰问活动。

省慈善协会

新闻新闻新闻

作为全年粮食生产“大
头”，秋粮收购进度怎么样
了？在全球疫情持续，多
国“捂住米袋子”情况下，
我国粮食库存情况如何？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的粮食
应急保障体系建设，进展及
成效怎样？

围绕百姓关心的“米袋
子”话题，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局长张务锋 1月 13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透
露了一系列“定心丸”数据。

收购1.1亿吨：
秋粮不用慌

记者：秋粮收购，关系
到粮农收入和市场预期，情
况怎么样？

张务锋：当前，南方地
区秋粮收购已接近尾声，旺
季收购将于 1月底结束，东
北地区仍处于收购高峰，预
计旺季收购将持续到 4月
底。新粮上市以来，市场行
情较好，农民售粮较为积
极，同时企业和经纪人收购
意愿增强，入市踊跃，特别
是玉米购销两旺，收购进度
快于上年。截至 1月 5日，
主产区入统企业累计收购
秋粮 1.1 亿吨，同比增加
500万吨。从收购情况看，
市场化收购比重达到 98%，
比上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可以吃1年：
口粮库存处于历史高位

记者：要想心不慌，还
要看米仓。我国口粮库存
情况怎么样？

张务锋：当前，我国粮
食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小
麦、稻谷等口粮品种能够满
足一年的消费需求，大中城
市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力
都在 20天以上。中央储备
粮规模保持稳定，地方储备
能够满足产区三个月、销区
六个月、产销平衡区四个半
月的市场供应量，36 个大
中城市建立了一定数量的

成品粮油储备。新春佳节即将到来，请广大消费者朋友
放心，粮油产品市场供应充足，采购年货时请按需适量购
买，避免大量购买超期存放导致不必要的损失浪费。

44601个网点：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立

记者：疫情防控常态化让公众关注粮食应急管理问
题，能否介绍一下？

张务锋：我国高度重视健全完善粮食应急保障体
系，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44601个，应
急加工企业 5388 个，应急配送中心 3170 个，应急储运
企业 3454 个，国家级粮食市场信息直报点 1072 个，地
方粮食市场信息监测点 9206个，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
我国国情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在应对各类突发应急
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全国粮食市场供应正
常、价格稳定。 （王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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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西安地铁5号线、6号
线一期、9号线三线同时开通运营。西安地铁
换乘站又增加了6座，使西安地铁换乘站达到
13座。为了让乘客能顺利乘车换乘，西安地
铁日前公布了新线换乘攻略。

南稍门站首个通道换乘站

南稍门站是2、5号线换乘站，也是西安
地铁首个通道换乘的车站。2号线换乘5号
线的乘客可从 2号线站台经过 2号线站厅，
再经过换乘楼扶梯（使用楼梯或电扶梯，下
同），走换乘通道，到换乘平台，到 5号线站
台乘车。5号线换乘 2号线乘客可从 5号线
站台，经 5号线站厅，到换乘通道，再到 2号
线站厅，到2号线站台乘车。

4号线5号线在李家村站换乘

建筑科技大学·李家村站是4、5号线换
乘站，为T字形换乘车站。5号线换乘 4号
线的乘客可从5号线站台，经楼扶梯，到5号

线站厅，再到 4号线站厅，经楼扶梯，到 4号
线站台乘车。4号线换乘 5号线乘客可从 4
号线站台，通过换乘楼梯至5号线站台乘车。

3号线5号线在青龙寺站换乘

青龙寺站为3、5号线换乘站，换乘方式
为“双向”换乘，乘客仅需上（下）一层楼梯，
即可完成两条线路之间的换乘；但根据现场
客流情况，在车站启动客流控制时，会采取

“单向”换乘的方式。5号线换乘3号线的乘
客可从5号线站台，经过站台换乘楼扶梯至
3号线站台乘车。

3号线换乘 5号线（低峰时段）：可由 3
号线站台经站台换乘楼扶梯，到5号线站台
乘车。3号线换乘5号线（高峰时段）：3号线
站台至3号线站厅，经站厅换乘通道，到5号
线站厅，通过楼扶梯到5号线站台乘车。

6号线3号线在科技路站换乘

科技路站是 3、6 号线换乘站，为 T 字

形换乘车站。3 号线换乘 6 号线的乘客，
可从 3 号线站台通过换乘楼梯至 6 号线
站台乘车。6 号线换乘 3 号线的乘客可
以从 6 号线站台，经过楼扶梯，到 6 号线
站厅再到 3 号线站厅，经楼扶梯，到 3 号
线站台乘车。

6号线5号线在西工大站换乘

西北工业大学站是5、6号线换乘车站，
为T字形换乘车站。6号线换乘5号线的乘
客，可从6号线站台经换乘楼梯，到5号线站
台乘车。5号线换乘 6号线乘客可从 5号线
站台，经楼扶梯到5号线站厅，再到6号线站
厅，经楼扶梯到6号线站台乘车。

1号线9号线在纺织城站换乘

纺织城站是1、9号线换乘站，是西安主
城区与临潼区接驳的车站。现场根据客流
情况，在必要时启动客流控制，会采取“单
向”换乘的方式。1号线换乘 9号线的乘客

可从1号线上行站
台，经站台两端换
乘通道至9号线站
台乘车。9号线换
乘1号线的乘客可
从9号线站台，经楼扶梯至9号线站厅，通过
换乘通道，到1号线站厅，再经过楼扶梯，到
1号线站台乘车。

西安目前有地铁换乘站13座

目前，西安地铁开通的换乘站有：北
大街站（1、2号线换乘），通化门站（1、3号
线换乘）、五路口站（1、4号线换乘），纺织
城站（1、9号线换乘），小寨站（2、3号线换
乘），建筑科技大学·李家村站（4、5号线换
乘），北客站（北广场）站（4号线与机场线
换乘），行政中心站（2、4号线换乘），南稍
门站（2、5号线换乘），大雁塔站（3、4号线
换乘），青龙寺站（3、5号线换乘），科技路
站（3、6号线换乘），西北工业大学站（5、6
号线换乘）。 （张彦刚）

请收藏！西安地铁换乘攻略来了

扮靓城市 喜迎十四运

←1月9日，西安市林立的高楼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建成的老旧小区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城市繁荣发展，老旧小区脏乱差的环境将成为
历史。据陕西省权威数据发布：“十四五”期间，我省将
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活动，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近1万个，惠及约100
万户居民。 杨静龙 摄

→1月13
日，西安市环
城 南 路 水 文
巷，中冶天工
文 化 小 队 的
师 傅 在 围 墙
上 描 绘 多 彩
图画，把城市
装 扮 的 更 加
美丽，迎接十
四运召开。
陈国军 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西安举办，为给
参赛者和海内外游客提供良好的交通出行指引，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西安交警就对主要的十四运
迎宾涉赛道路交通指示牌进行更新换代。截至昨
日，已经对长安路、雁塔路、北二环、东二环等8条
重点线路的190余面交通指示标志进行了更新，
接下来将按序推进17条迎宾线路和25条涉赛线
路的道路交通标志更新工作。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摄

新冠疫苗接种，你了解吗？
——专访西安交大二附院感染科主任党双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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