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
首批接种对象为从事进口冷链、口岸检疫、船舶引航、航空空勤、生鲜市场、公共交通、医疗防控等9类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健康教育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7健康商丘编辑 代朝霞 E-mail：sqrbwsjk@126.com 7

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为什么献血是无偿而用血要收费
血液本身不收取任何费用。《献血法》确定了在我国实行无偿献

血制度，并规定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病人临床
用血交纳的费用，是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运输等成本费
用，收费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无偿献血者和亲属，用血后可以按当
地规定享受一定比例的用血费用报销政策。 （商丘市中心血站供稿）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政
府出资为我们重点人群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真的很感动！”1 月
8 日，在梁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我市首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者亢亚飞激动地告诉记者，他是
沃尔玛水产销售人员，根据市里
统一部署，他作为重点人员，紧
急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

当天，我市有梁园区、睢阳
区和虞城县三个接种点开展重
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本次使用的是全病毒灭活疫苗

据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张德付介绍，本次使用的
是全病毒灭活疫苗，系通过化学
等方法使新冠病毒失去感染性
和复制力，同时保留能引起人体
免疫应答活性而制备成的疫苗。

灭活疫苗的优势是传统经
典的疫苗制备方式，属于成
熟、可靠、经典的疫苗研发手
段。相对于其他技术路线而

言，灭活疫苗研发平台成熟、生
产工艺稳定、质量标准可控、保
护效果良好，研发速度快，且易
于规模化生产，具有国际通行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评判标准。

全市设有189个接种点

目前全市设置了 189 个接
种点，三区有 44 个定点接种单
位，作为城区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点。具体接种地点，请相关
接种人员关注所在单位和区里
的通知，有序进行接种。

新冠疫苗打几针？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推荐免
疫程序为 2针，期间至少间隔 14
天，接种部位为上臂三角肌。随
意调整免疫程序可能影响安全
性、免疫应答效果和免疫持久
性。新冠疫苗接种的时间间隔应
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执行。接种
第一剂疫苗后，接种者应该按照
预约时间进行第二剂疫苗接种。

我市首批哪些人可以接种？

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关
于对重点人员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的相关通知，我市首批接种
对象为以下 9 类人群：从事进
口冷链食品相关工作的从业人
员；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和
医疗机构一线人员；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负责流行病学调查、
实验室检测、消杀及应急处置
人员；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拟
赴疫情较严重国家或地区工作
或学习培训人员；政府机关、
公安、武警、消防、社区工作
者、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水、
电、暖、煤、气相关人员；交
通、物流、养老、环卫、殡
葬、通讯等城市运行保障人
员；其他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确
认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

我市积极对接疫苗生产企
业，确保疫苗供应，逐步推进
到全体人员。

睢阳区对疫情防控工作再加压
本报讯（曹永宏） 1月9日，睢

阳区召开全区疫情防控加压促进
会，区疫情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人、各乡（镇、街道）疫情防控
工作分管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合辽宁、黑龙江、北京
等地，特别是河北省的疫情形势，
要求全区进入准战时状态，一是提
高思想认识，同时切实提高广大群
众的思想认识，自觉保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外出主动报告活动情况，
接受管控，确保不漏一地、不漏一
人。二是广泛、全员、多方式做好
宣传动员，自觉参与疫情防控，外
出务工人员主动在工作地过节，确

需返乡的预先报备，返乡后主动第
一时间登记。三是春节期间，婚丧
嫁娶等类现象增多，要从源头加大
管控力度，达到聚集人员减半的目
标，返乡人员落实隔离措施，不得
参加各类聚集活动。同时，要保障
市场供应，加大市场监管，确保有
防护物资，确保市场价格稳定。

会议通报了当前疫情特点，对
行之有效的各项防控措施，结合当
前的疫情进行了强调，要求全区务
必分工合作，把各项措施落实落
细，对重点人群、重点场所、发热
人员、宣传教育、应急保障、疫苗
接种等工作进行了解读。

1月11日，睢阳区勒马乡卫生院医护人员指导群众扫描健康绿码有序就医。睢阳区医疗
机构严格落实我市疫情防控要求，确保疫情防控落到实处。 曹永宏 摄

让每一位患者拥有整齐洁
白的牙齿，让每一位患者拥有
灿烂的笑容，是市中医院口腔
科医护人员的最大心愿。

在牙体牙髓病方面，该院
口腔科具备较完善先进的牙体
牙髓病治疗专科设备、材料和
技术，能有效治疗各种牙体牙
髓疑难病症。科室现有进口中
高档牙科综合治疗台3台及牙髓
活力测定仪、根管长度测量仪、
LED光固化治疗机等，采用瑞士
伟瓦登特、美国 3M、登士柏等先
进齿科材料于临床。开展各类
型龋病的诊断治疗，Ⅰ-Ⅴ类洞
形纳米（瓷化）复合树脂修复术；
现代根管治疗技术、冠根联合治
疗、根管再治疗等。

在牙周病方面，口腔科也
有自己的专科特色，主要承担
牙龈炎、牙周炎等牙齿支持组
织疾病的诊断治疗工作。针对
患者制订个性化治疗计划，实
施综合的治疗措施，采用专业
牙周器械开展牙周疾病的检查
诊断。开展牙周基础治疗、超

声根面平整术、牙龈切除、改良
Widman翻瓣术等。对一些疑难
病例具有较高的诊断水平，尤其
对于侵袭性牙周炎、HIV等牙周
组织疾病具有较强的诊断能力。

针对患者牙体牙列缺损、
缺失情况制订可行方案，满足
病人对美观和功能的要求。口
腔科主任房玉玲说，在众多缺
损牙修复方法中，以活动义
齿、烤瓷牙、种植牙最易被广
大消费者接受。从技术上来
说，普通的烤瓷牙镶复，需要
磨损相邻的两颗牙齿作为代
价；戴活动义齿容易出现发音
不清、吃饭咀嚼困难、金属钩
磨损邻牙等问题。而种植牙高
仿生牙技术，具有稳固、耐
用、美观、不损伤邻牙等独特
优势，被人类誉为继乳牙、恒
牙之后的第三副“真牙”。该口
腔科即刻种植高新仿生牙技术
在我市处于领先地位，即通过
术前对患者牙槽骨进行数字影
像诊断系统扫描定位，并根据
相关数据制作定位导向板，以

微创的方式拔除患牙，运用人
工高分子纳米生物材料与牙槽
骨结合的方式，将“仿生牙
根”顺着定位导向板精确植入
牙槽骨，使其牢牢与齿槽骨长
在一起，独立固定于牙床，而
后在上部安装牙冠等修复体。
即拔即种，即刻镶复过渡义
齿，缩短了患者就诊时间。

该院口腔科开展的美加贴
面，无损伤、快捷。美加超薄
贴面通过采用超薄至 0.2mm 的
全新高科技生物材料黏结覆盖
在牙齿表面，来达到永久恢复
牙体组织洁白亮丽的修复效
果，全部诊疗时间不超过两小
时，因此将患者对磨牙带来的
恐惧感降到了最低，极大程度
上满足了用户轻松美牙的需求。

让您的笑容更加灿烂
——记商丘市中医院口腔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冯广超）为进一步强

化广告监管工作，营造公平公正的
市场竞争氛围，近日，民权县市场
监管局全力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
行动，成效明显。

该局开展有温度的宣传。利用
电视、广播、荧屏字幕等形式，广
泛宣传《广告法》；督促广大经营户
按要求进行整改，自觉清理并规范
其经营行为和广告发布行为，在知
法基础上守法。

进行大力度督查。该局采取
“三定”等方式，将执法责任细化到
工作人员末梢，构建全程监控、动
态监管、权责明晰的网格化监管机

制。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
分析研判，开展多部门联合大督
查，凝聚工作合力，强化工作落实。

实行高密度监管。该局强化指
导约谈，督促广告主、广告经营
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完善广告承
接、登记、审查、备案制度，做到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同时压实基
层所监管责任，做到户外广告的颁
布情况和发布内容摸排全覆盖；依
法严查格调低俗、含有不良文化内
容、有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户外广告及虚假违法广告，全县户
外广告市场经营秩序进一步优化，
促进了广告业健康发展。

为了避免疾病经手传播，应注意正确洗手，洗手频率根据具体情
况而定。以下情况应及时洗手：外出归来，戴口罩前及摘口罩后，接
触过泪液、鼻涕、痰液和唾液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后，护理患者
后，准备食物前，用餐前，上厕所前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如
扶手、门柄、电梯按钮、钱币、快递等），抱孩子、喂孩子食物前，
处理婴儿粪便后，接触动物或处理动物粪便后。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1
月9日，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
于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码”扫
码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

“全市公共场所（居民小区、企
事业单位、宾馆旅店及各类人
员聚集场所）、公共交通场所出
入口、发热门诊”严格落实进
出人员扫码通行。

一、分类扫码。（一）公共
交通场所出口，火车站 (高铁
站)、汽车站所有出站人员，扫
描“国家疫情防控行程卡”查
询展示 14天内所到过的国家(地
区)或国内城市。全市各高速公
路出口根据疫情形势适时启动

扫码工作。（二）全市各类宾馆旅
店住宿场所，所有住宿人员扫描

“国家疫情防控行程卡”查询展
示 14天内所到过的国家（地区）
或国内城市。再扫描“商丘市疫
情防控码”如实填报个人信息。
（三）全市各居民小区、企事业单
位、各类人员聚集场所，所有进
入人员必须扫描“商丘市疫情防
控码”向工作人员展示扫码结
果后方可进入。

二、工作要求 （一） 查验
工作。一是各公共交通场所出
口要安排专人查验扫码结果，
发现来自高风险地区人员立刻
采取管制措施。不配合扫码工
作禁止出站。二是各类住宿场

所，前台办理住宿登记工作人
员要严格查验住宿人员扫描结
果，发现来自高风险地区人员
立刻上报疫情防控指挥部。三
是各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
各类人员聚集场所，要安排专
人查验进入人员扫码结果，不
配合扫码工作严禁进入。（二）
加快部署。“商丘市疫情防控
码”制作发放二维码 52724个。
截至 1 月 8 日，全市仅激活
23176个。各县（市、区）要加
快“商丘市疫情防控码”部署
激活工作。（三）检查督导。各
县 （市、区） 要对疫情防控扫
码工作实时检查督导，对执行
不力的单位要启动问责机制。

我市实施健康绿码出行管理

市卫健委

对机关人员开展疫情防控培训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实习生

刘明泽）1月7日，市卫健委对委机关
工作人员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培训。

会议就目前国内疫情的情况和
特点展开分析与讨论。结合近期其
他地区疫情发展形式，指出要围绕
核酸检测、流调溯源、定点隔离、
科学诊治等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
存在的问题，遵循科学规律，严格
工作程序，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工
作质量，保质保量完成好各项任
务，为夺取疫情防控最终胜利奠定
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外防输入”是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所在。外防输
入重在巩固防线，要加强排查，严
把“检测关”。结合本市大数据反
馈信息核查和乡镇摸排，强化村、
社区网格化管理，对境外入市人员
进行全覆盖排查和全员核酸检测，
确保重点人员发现得了、全程管得
住。全面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各项
要求，科学精准推进核酸检测，切
实做好定点隔离和科学诊治工作，
坚决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确保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