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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民生

重组带状疱疹疫苗落地昆明
50 岁以上市民可预约接种
两剂合计 3250 元

1 月 13 日，国内首个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在昆明市
妇幼保健院进行首针接种。13 日起，昆明市各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陆续开始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昆明
50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可通过线下以及微信公众号
预约接种，两剂费用合计 3250 元。
当天，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李
玉叶成为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在昆明的首位接种者。
李玉叶表示，带状疱疹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性皮肤病，
易发于 50 岁以上人群。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疗工作者，
自己接待过的一些带状疱疹患者来就诊时表示“疼得
睡不着觉”。不仅如此，带状疱疹还会引起内脏问题
或留下后遗症，
需要引起重视。
“我也有这个病，全身都疼，手上脸上也会起一些
像被开水烫伤似的水泡，若是长到背上就根本无法睡
觉。
”
前来接种的 62 岁刘奶奶说。
数据显示，在 50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感染过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的比率超过 99%。老年人或免疫功能
低下者，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随年龄增长而
增长，50 岁以后尤为明显，这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细胞
免疫功能衰减有关。据悉，我国 50 岁及以上人群每年
新发带状疱疹病例约 156 万。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主任陈岚介绍，作
为国家首批快速引进的 48 个境外已上市
“临床急需新
药之一”，重组带状疱疹疫苗的快速引进和上市对维
护中老年人的健康功能以及提高中老年人健康水平
有重要意义，希望更多人能够尽早认识到这一疾病的
危害，并积极预防。

预约方式
市民可就近前往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咨询。
除了线下在社区医院咨询与接种登记外，市民还可以关
注微信公众号“滇医通”选择“挂号预约”中的“疫苗预
约”；或者关注“约苗”公众号，选择“疫苗预约”，找到“带
状疱疹疫苗”
，
选择最近的疫苗接种点即可预约接种。

剂数和费用
50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可以通过疫苗预防带状疱
疹，疫苗免疫程序为肌肉注射两剂，第 2 剂与第 1 剂间隔 2
个月接种。
一剂的价格是 1610 元，15 元接种服务费，总计 1625
元。两剂费用合计 3250 元，
保护效力在 90%以上。

知识窗
带状疱疹，
民间俗称
“缠腰龙”
或
“生蛇”
，是一种常见
的皮肤科疾病，
由长期潜伏在脊髓后根神经节或颅神经节
内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经再激活引起的感染性皮肤病。
除皮肤损害外，还会导致灼烧、电击、刀刺般疼痛，
急性期疼痛可能更甚于分娩阵痛、脊椎损伤、类风湿关
节炎、慢性癌痛等，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是带状疱疹最常
见的并发症。约 9%-34%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发生带状
疱疹后神经痛，30%-50%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疼痛
持续超过 1 年，部分甚至达 10 年或更长。
云南网记者 彭锡 实习生 赵碧池

新冠疫苗接种目标人群
将扩至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近期，辽宁、河北等多地报告本
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疫情有多严峻？过年
还能不能回老家？防控的薄弱环节
在哪？一个个问号萦绕在人们心
头。13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为公众送来了
“及时雨”。

分别调集了 3 万毫升血浆支持两地
重症患者，重症救治“一人一策”，最
大化保证救治质量。

为什么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不在第一批接种疫苗人群之列？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
察专员王斌明确回应：目前冷链从业
辽 宁、河 北 病 例 的 救 治 情 况 怎
人员、海关边检、医疗卫生机构人员、
么样？
公共交通场所工作人员等重点行业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
人群感染风险较其他人群高，按照
员郭燕红直言不讳：近期河北和辽宁 “区域分开、口岸优先、区分轻重缓
急、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现阶段接
疫情的患者当中，老年人和心脑血管
基础性疾病患者较多。
“ 这对救治工
种的重点人群是 18-59 岁高风险和
作提出了挑战。
”
可能高传播风险的人群。
但她同时表示，国家高度重视患
“随着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数据不
者的医疗救治工作，按照“四集中”原
断完善、防控工作需要及疫苗供应量
则，第一时间派出国家级专家团队， 增加等，我国会逐渐扩大疫苗接种的

目标人群，
包括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
王斌的补充，
给公众吃了
“定心丸”
。
无症状感染者带来的疫情扩散
风险有多大？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给
出权威科普：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
性，但是传播效力可能没有那么高，
和有症状的患者比起来，传染性相当
于其 1/4 至 1/3，比较低。不过，我们
对无症状感染者采取与患者同样严
格的防控举措。
乡和村两级要做好重点人群
摸排，要聚焦农贸市场、医疗机构、
进 口 冷 链 食 品 加 工 、运 输 存 储 、销
售等重点机构场所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

进出中高风险地区的客运和公交原则上暂停
客运班线不得在中高风险地区上下客
当 前 ，中 高 风 险 地 区 交 通 运 输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如 何 开 展 ？ 记 者 13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各地原则上
要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
行政区域内的省际、市际道路客运
和跨城公交。
根据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的通
知，途经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
区域内的客运班线，不得在中高风险
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上下客。

暂停受理始发、终到或者中途停靠中
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
包车备案业务。有中高风险地区的
城市原则上应当暂停出租车（含网约
车）、顺风车的跨城业务和城市内的
拼车业务。
因疫情停运，但已经购买了客票
的旅客如何退票？如何保障重点群
体出行需求和物资运输？对此，通知
要求，因疫情停运的，要指导客运经

营者为相关旅客做好免费退票服
务。当地暂停城市公共交通、出租车
运营的，要保障医护人员等重点群体
的出行需要，并做好防疫应急物资和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必需品等的运输
服务保障。
此外，通知明确，中高风险地区
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各地交通运输部
门要稳妥有序恢复运输服务，并及时
向社会公布。
据新华社

德宏州
核酸检测机构达14家
日单检量达2.6万人份
1 月 13 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
芒市会堂开幕。会上，德宏州人民政府
州长卫岗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回顾
了过去一年和“十三五”期间德宏做的工
作，并提出了 2021 年重点工作和“十四
五”
的主要目标任务。

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7.2 亿元
疫情发生后，德宏全州上下紧急行
动，根据境外疫情扩散蔓延严峻形势及
时调整防控策略，扎实抓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各项工作，全面落实边境“五
个管住”要求，果断采取“全员检测、严格
隔离、不进不出”措施，完善党政军警民
联防联控机制，压实五级防控责任，实行
社区、村寨网格化管理，严厉打击跨境违
法犯罪活动，
织密筑牢边境防控网。
全年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7.2 亿元、防
控力量 157 万余人次。实施“双提升”工
程，建成瑞丽方舱医院，开工建设州传染
病医院，核酸检测机构达 14 家，日单检
量达 2.6 万人份。

去年 4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全力开展脱贫攻坚百日总攻、百日
提升、百日巩固“三大行动”，
“ 两不愁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全面达标，实现户户有
产业就业带动、家家住上安居房、人人喝
上放心水、义务教育零辍学、基本医疗有
保障。
全年投入扶贫资金 19.4 亿元，年内
减贫 988 户 2858 人，实现 4 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4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整体脱贫、186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现行
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完成进出口总额 388.8 亿元
自贸试验区德宏片区 140 项改革试
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跨境金融稳步
发展，边民互市贸易结算平台成功上线
运行，工商银行率先开通缅甸元挂牌与
即期现汇交易业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
算 110 亿元，
居全省边境州市首位。
全面落实“把人管住、保货畅通”措
施，保持口岸物流不中断。芒满通道监
管场所建成启用，出口信用保险统保平
台投入运行。边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
工、市场采购贸易等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实现市场采购贸易额 7.4 亿元。咖啡、生
态茶、电子产品、服装、蔗糖等加工贸易
稳步扩大。预计完成对外贸易进出口总
额 388.8 亿元，增长 5%；边民互市贸易额
132.8 亿元、增长 157.9%。

实现县县通高速
综合交通条件显著改善，腾陇高速
全线通车，成为全省第四个实现县县通
高速的州市。
芒梁高速、瑞孟高速德宏段、大瑞铁
路德宏段全线推进。陇川通用机场正式
通航，芒市机场执飞航线增加到 26 条，
航空旅客吞吐量稳居全省第四、货邮吞
吐量排名全省第二。
本报记者 马楠 通讯员 钱明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