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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聚焦

昆明 12 至 14 岁青少年
可接种新冠疫苗了

施甸

8 月 1 日起

101 岁老人
接种新冠疫苗
连说 3 个“保护”

根据国家和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部署，自 8 月 1 日起，昆明市启动 12 至 14 岁的青少年新冠疫苗
接种服务工作。

五华区应对疫情指挥部在 7 月中旬圆满完成对辖区内
15 至 17 岁未成年接种的基础上，从 8 月 2 日起开始对辖区
内 12 至 14 岁未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同时对上一阶段未
接种的 15 至 17 岁未成年人进行补种。
接种工作分两部分进行：针对在校生由区教体局统
一安排，辖区各中小学满 12 岁至 14 岁学生由学校统一组
织，分年级、分班级有序分别在昆八中体育馆、昆十四中
体育馆、市体育馆 3 个未成年人临时接种点进行接种，每
个接种点由辖区内二甲以上医院做好医疗保障救治工
作。针对暑期返昆的外地就读未成年人和校外未成年人
以及其他适宜人群，五华区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附一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人医院）、云
南大学附属医院（省红会医院）、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四家
三级甲等医院设置未成年接种通道，进行 12 至 17 岁未成
年人接种。

西山区
“8 月 2 日起，12 至 14 岁未成年人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记者从西山区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
最新消息。
8 月 1 日 19 时 30 分，西山区部分新冠疫苗接种点发出
通知，内容为“从 8 月 2 日起，开始接种 12 岁未成年人及以
上人员新冠疫苗，未成年人必须有监护人陪同。”
12 至 14 岁学生人群，可以到学校统一接种新冠疫苗
吗？在西山区各受访的学校中，学校相关负责人均表示：
“暂未接到相关通知，只要接到上级通知，将立即组织学生
到校接种新冠疫苗。
”
目前，西山区各校已顺利完成 15 至 17 岁年龄学生的
接种工作。根据监测数据表明，15 至 17 岁接种新冠疫苗后
安全性良好。

盘龙区
8 月 1 日，盘龙区启动 12 至 14 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服
务工作，有 9 个地点可接种，同时对还未接种的 15 至 17 岁
未成年人进行补种。
12 至 14 岁未成年人接种与 15 至 17 岁未成年接种程
序相同，由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并提供孩子及监护人一方的
身份证或户口册，以便提高信息录入效率。在完成接种流
程后，
需于 21 天后进行第二剂次接种。

官渡区
2 日，记者从官渡区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
公室获悉，官渡区将在保证 15 岁以上人群正常接种的基础
上，从 8 月 1 日起，官渡区开展 12 至 14 岁青少年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
据介绍，12 至 14 岁青少年接种疫苗品种为北京生物制
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或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胞）。免疫程序为两
剂次，
两剂间隔大于等于 21 天。
根据接种安排，12 至 17 岁青少年（含普通初中、高中、
中职学校学生、未在校人员），将分梯次、分年龄段推进。8
月 1 日至 10 日完成 12 至 14 周岁人群第一剂次的接种覆
盖，在校学生接种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8 月 25 日前完成
15 至 17 周岁人群第二剂次接种，9 月份完成 12 至 14 周岁
人群第二剂次接种。

呈贡区
“和以前打的预防针一样，不疼。”手持监护人签字确认
的同意书，在妈妈的陪同下，呈贡区 14 岁的学生小李接种
了新冠疫苗。8 月 2 日，呈贡区 12 至 14 岁学生新冠肺炎疫
苗接种工作正式启动。8 月 2 日至 8 月 6 日期间，辖区内所
有符合接种条件的学生均可前往接种。接种地点：昆明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呈贡医院）、昆明市中医医院（呈贡医
院）、呈贡吾悦广场等。

问答

五华区

接种时间及进度安排？
8 月 1 日启动 12 至 14 岁人群接种，并按 21 天的间
隔时间开展 7 月接种第一针次的 15 至 17 岁人群第二
针的接种工作；9 月底前完成对 12 岁及以上所有非接
种禁忌人群查漏补种工作。

在校学生和校外青少年分别到哪里接种？
本地学生按照教育部门或学校组织安排的指定
地点接种；暑期返昆的外地就读未成年人和校外未成
年人及其他适宜人群，可到当地辖区卫生健康部门公
布的接种点，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由监护人陪同前往
就近接种。

此次接种的新冠疫苗是什么类型？
12 至 14 岁人群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是经国家有
关部门的批准的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
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是否需要监护人陪同及签字确认？
该年龄段人群接种新冠疫苗时，采取家长（监护
人）、
学生本人双告知、
双签字、
双到场方式有序接种，
要求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现场全程陪同，且充分阅读并
由接种者和监护人双方现场签订知情同意书后，方可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如家长或主要监护人
不在身边的，需委托学校工作人员或其他监护人陪
同，
并提供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新冠疫苗接种有哪些注意事项？
携带身份证明或户口册；
全程做好戴口罩、
一米线等个人防护；
配合有关门诊信息查验；
接种新冠灭活疫苗前，接种医生会询问健康状
况，
请如实告知相关信息；
接种完成后，需现场留观 3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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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近日，施甸县
组织干部职工深入辖区，全力以赴做好疫苗接
种宣传动员工作，动员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
群众，在没有接种禁忌症的情况下，尽快接种新
冠疫苗。
在听闻 60 岁以上老人已经开放接种疫苗的
消息后，今年已 101 岁的徐桂兰老奶奶让家人带
自己到幸福社区卫生室接种点接种了新冠疫
苗。刚接种完新冠疫苗的徐桂兰精神状态不错，
刚回到家就开始如往常一样织起了毛衣。
“ 今天
我去打了新冠疫苗，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大家，保
护国家，为抗疫尽一份力。
”
徐桂兰说。
另据介绍，除了徐桂兰老人，当地还有不少
80 岁以上的老人也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接种点接
种了新冠疫苗。
“这个政策很好，
预防新冠肺炎，
我
觉得一定要来打这个疫苗。
”92 岁的王树芹说。
本报记者 崔敏 通讯员 吴丹 马达 摄影报道

8 月 1 日 0 时至 24 时

我省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1 例
云南省卫健委通报，8 月 1 日 0 时至 24 时，云
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 例。新增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 16 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16
例（本土 2 例，境外输入 14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
除隔离医学观察 2 例（本土、
境外输入各 1 例）。
截至 8 月 1 日 24 时，我省现有确诊病例 381
例（本土 62 例，境外输入 319 例）、无症状感染者
26 例（本土 1 例，境外输入 25 例），均在定点医疗
机构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新冠疫苗接种禁忌症有哪些？

新增确诊病例信息：

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性成分、生产
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
现过敏者；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如急性
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患有未控
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 （如横贯性脊
髓炎、格林巴利综合症、脱髓鞘疾病等）；正在发热者，
或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
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确诊病例 1：
男，
33 岁，
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2：
男，
39 岁，
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3：
男，
39 岁，
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4：
女，
4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5：
男，
2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6：
女，
23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7：
男，
68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8：
男，
51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9：
女，
54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10：
男，
50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11：
女，
53 岁，
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12：
男，
55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13：
男，
55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14：
男，
46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15：
男，
46 岁，
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16：
男，
65 岁，
中国籍，
轻型。
上述 16 人近期居住在缅甸，
7 月 24 日－31 日
自陆路入境，
转运至集中隔离点隔离医学观察，
8月
1 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普通型4例、
轻型12例，
缅甸输入）。
确诊病例 17：
男，42 岁，
中国籍，轻型。
该病例于 7 月 31 日在陇川县管控区隔离人
员核酸检测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
医院隔离诊治，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本报记者 艾子文

新冠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
暂不建议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如要接种其他疫
苗建议间隔 14 天以上，但是有如疑似狂犬病暴露者
需接种狂犬疫苗、其他外伤需接种破伤风疫苗者，不
需要考虑时间间隔，
优先接种这两种疫苗。

接种新冠疫苗后可能出现哪些不良反应？
与其他任何疫苗一样，接种新冠灭活疫苗可能会
出现一些常见的一般反应，如接种部位酸胀、
红肿、
疼
痛、瘙痒等。极少数人因个体差异可能会出现发热、
乏力、恶心、头痛、肌肉酸痛等，一般不需处理，2 至 3
天后大多可自行恢复。如果症状较重或无法自行评
判严重程度，应及时就医处理。如离开接种场所以后
出现有严重的反应，怀疑与接种有关，应该及时向接
种点的医生报告。
本报记者 赵维 闵楠 罗宗伟 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