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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群众踊跃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米锋2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5月19
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近4.5亿剂次，
其中最近8天共接种超过1亿剂次。

现有疫苗能否应对印度变异株？
疫苗“混打”是否影响保护效果？疫苗
装量不同是否影响接种用量？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有关部门与权威专家回应。

我国现有疫苗可应对印度变异株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科研攻关组
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介绍，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有疫苗可以
应对印度变异株，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病毒在不断变异过程中，变异还
会加大，一旦出现现有疫苗应对不了的
变异株，我国灭活疫苗有快捷的方法可
以应对。”邵一鸣介绍，只要在投料端加
入新变异株的病毒，利用原有生产工
艺，产品端出来的就是针对变异病毒的
新疫苗。

他表示，一旦出现了现有疫苗不能

应对的变异毒株，就会有新的疫苗投入
使用。

“目前，印度变异毒株有3000多
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说，变异毒株并不是数量越多越
可怕，更重要的是看变异性质，微小变
异不需要给予关注。

疫苗“混打”不影响保护效果

近期，有公众反映在接种2剂次新
冠疫苗的时候，发现分属不同厂家，这
样的“混打”会不会影响接种效率？

“我们之前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试
验，使用同一个技术路线的不同厂家的
疫苗，效果是完全一样，既不会影响保
护效果，也不会影响疫苗安全性。”邵一
鸣说。

原则上，建议用同一个企业的同一
种技术路线的产品，来完成它的2剂次
或3剂次程序的接种。

“在没有同一个企业、同一种技术
路线的产品来供应时，建议用同一种技
术路线的产品来替代。”中国疾控中心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也就是
说，灭活疫苗只能替代灭活疫苗，蛋白
亚单位疫苗只能替代蛋白亚单位疫苗。

他表示，在没有充分论证和研究证

据的情况下，不同技术路线的产品不能
“混打”。不能说先打了灭活疫苗，后面
再用腺病毒疫苗，或者蛋白亚单位疫苗
来替代。

不同装量不影响接种用量

邵一鸣说，我国厂家生产的疫苗，
在原辅料、生产配方、包材、生产场地和
工艺参数上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装
量规格。

“可能有些公众会担心两个人用一
瓶，每个人接种量就不够了。”邵一鸣回
应，不同规格的疫苗装量都是有富余量
的，完全足够使用，公众不需要担心。

邵一鸣介绍，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
情况下，多剂次装量的疫苗可以在同样
的时间内运输更多的疫苗，节省包材、
运输的运力。

全面提升接种能力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
介绍，目前接种速度加快，国家卫健委
多次对各地提出要求，要始终把接种安
全和规范操作放在首要位置。

——精准预约安排接种人数和接
种时间，统筹做好接种点、医务人员、信
息化、冷链运输、医疗救治、注射器等物

资保障。
——加强疫苗接种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在疫苗周转调
度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准确掌握接种进
度和流转库存状况。

——合理调配医务人员积极参与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组织做好人员
培训，确保每名接种人员能够熟练掌握
接种技术等。

戴口罩要成为日常标配

“疫苗是生物学手段，戴口罩是公
共卫生手段。”吴尊友说，这两个手段是
互相包容而不是排斥的。

他介绍，在还没有实现群体免疫的
情况下，无论是否打疫苗，都要坚持戴
口罩。

“从防控角度来说，只要境外疫情
没有得到控制，国内任何地方发生疫情
都是有可能的。”吴尊友说，常态化防控
的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出门要备口
罩，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要戴口罩。

米锋提示，近期的疫情再次提醒我
们，防控之弦必须时刻紧绷，防控措施
必须落实落细，要切实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现有疫苗能应对印度变异株吗？
有关部门与权威专家的回应来了

生活质量变好了，营养水平提高
了，身边的“小胖墩”却越来越多。在儿
童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营养健康是一
个永恒的话题。5月20日是中国学生
营养日。我国学生营养状况如何？超
重肥胖会带来哪些危害？怎样吃才能
更健康？

长高了，也长胖了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
（2021）》（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
居民营养状况和体格明显改善，膳食质
量提高，食物结构发生变化，居民营养
不足状况得到根本改善，5岁以下儿童
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分别降至4.8%和
1.9%，已实现2020年规划预设目标。
儿童青少年贫血率、维生素A缺乏率均
有显著下降，营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随着营养水平的改善，我国儿童青
少年身高显著增加。近30年来，6-17
岁男孩和女孩各年龄组身高均有增加，
平均每10年身高增加3cm。

然而，身边的“小胖墩”也多了起
来。数据显示，我国6岁以下和6-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
10.4%和19.0%，相当于将近每5个中
小学生就有一个“小胖墩”，儿童青少年
超重肥胖问题亟待关注。

含糖乳饮料消费率30%是肥
胖“元凶”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含糖饮料销售量逐
年上升，儿童青少年含糖乳饮料和饮料
消费率分别在30%和25%以上。

报告显示，虽然我国居民添加糖摄
入水平不高，但作为添加糖的主要来源，
含糖饮料消费人群比例及其消费量均成
快速上升趋势。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
费率高于成人，应引起足够注意。

专家提示，高糖摄入已成为青少年
肥胖、糖尿病高发的主要危险因素，控
制青少年糖的摄入是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关键。据统计，肥胖儿童青少年

高血压患病率为正常体重的4.0倍。

减油减盐 平衡膳食

慢性病与长期膳食不平衡和油盐
摄入过多密切相关。

数据显示，我国高盐摄入仍普遍存
在，家庭烹调用盐摄入量平均每人每天
为9.3克，每十年平均下降2克，但仍高
于<5克的推荐值。

此外，高油脂摄入也是造成超重肥
胖的重要因素。中国营养学会调查发
现，在外就餐和外卖点餐的前十位常购
买的菜肴多为油炸食物、动物类菜肴，
长期以外卖餐和在外就餐为主的人群
存在油盐过度消费，以及膳食结构不合
理的问题。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疾控中
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建议，合理膳
食，减少畜肉、烟熏肉、盐、油、添加糖、酒
精摄入，增加全谷物、蔬菜、水果、蛋类、海
产品、奶类、豆类、坚果摄入有益健康。

增加身体活动 做到“吃动平衡”

运动对人体能量平衡起着重要的作
用。保持健康的体重，不仅要做到合理
膳食，还要加强运动，保持“吃动平衡”。

报告显示，身体活动不足可导致体
重过度增加，多进行身体活动不仅有利
于维持健康体重，还能降低心血管等疾
病发生风险，改善脑健康，提高注意力。

“运动并不是一种饮食建议，但其
对人体能量平衡和维持体重起着重要
的作用。”丁钢强说。

丁钢强介绍，大多数国家推荐每天
锻炼30分钟或每周锻炼150分钟，一
些国家（如南非）还认为每次运动不少
于10分钟。

据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特别提出，实施学龄前儿童
营养改善计划，有效控制儿童肥胖和近
视，保障学校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时间，
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
干预。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约每5个中小学生就有1个“小胖墩”
专家提醒：要控制糖摄入，做到“吃动平衡”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针对近日安徽、辽宁
出现的聚集性疫情，中国疾控中心流行
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20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介绍，安徽和辽宁
的病例病毒基因序列完全相同，是同一
个传播链。

“目前溯源工作正在调查当中。”吴
尊友说，我国近期没有本土传播病例，
也就是说，本轮聚集性疫情的病毒来自
境外感染的人或者是污染的物品，结合
双抗体检查与两地两轮核酸筛查结果
来看，这起疫情规模不会太大，并不会
出现年初时的规模。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
司长米锋介绍，本轮聚集性疫情累计报
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1例，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在安徽、
辽宁指导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

米锋提示，近期疫情再次提醒，防
控之弦必须时刻紧绷，防控措施必须落
实落细，要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要压实属地、部门、单
位、个人四方责任，将流调溯源、隔离管
理、核酸筛查、医疗救治等方面的要求
落实到位。

“一年多来，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
平稳，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发生本土
疫情，部分地方和群众出现麻痹思想。”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疫
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工
作呈现长期、复杂、不确定的特点。

他表示，国内疫情低风险不等于零
风险。要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正确认
识疫情防控的形势，要继续落实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积极配合和
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守护来之
不易的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性成果。

安徽辽宁病例病毒是同一个传播链

5 月 20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
路街道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医护人
员为市民接种一剂次新冠疫苗。

近期，北京市海淀区为市民提供

全程只需一针的新冠疫苗。据了解，
与之前的两针新冠疫苗相比，它们的
接种方式和接种年龄范围相同。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北京：一剂次新冠疫苗丰富接种选择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记者
陈菲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20日分别公布了新的作出国家
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
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73.10元。

新标准适用的是2020年度全国职
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自今年5月20日
起执行。

国家统计局5月19日公布，2020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数额为97379元；日平均工资为
373.10元。这一数额比去年的346.75
元多了26.35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
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
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国家赔偿标准每日提高26.35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计划年度引资超百亿元

江津白沙工业园诚邀全球客商前来投资兴业
5月 21日，第三届西洽会正

式开幕。江津在本届西洽会上单
独设置展区，向全世界客商展现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在江津区的展台中，白沙工
业园展示了一众“明星”产品，如
江小白酒业产品及其大数据智能
化系统、武骏光能新型材料等产
品，将吸引众人眼球。

近年来，白沙工业园实现了
平稳较快发展，至“十三五”末，园
区工业总产值达到90亿元，其中
规上产值达到74亿元，正成为江
津工业园区的生力军。

发力招商引资
白沙工业园计划年度引资100
亿元以上

一个园区想要稳定发展，招商引
资是核心环节。

截至目前，白沙工业园累计引进
各类项目326个，协议引资523亿元，
投资亿元以上项目111个，全面建成
后预计可实现产值约730亿元，税收
约20亿元。其中，2020年引进各类项
目超过54个，协议引资超过90亿元。

有此成绩，源于白沙工业园对招
商引资工作的重视。

比如，白沙工业园致力“精准招
商”，主要聚焦消费品工业（酒水饮料、
食品）、机械制造、新型材料三大产业，
加快中高端新品开发，增强产业链、创
新链、供应链本地供给能力，促进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全
市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基本面。

成绩只是过去，白沙工业园已经
开始谋划未来。

不久前，白沙工业园发布招商提
升计划，明确了2021年的招商引资目
标：融入中国白酒“金三角”及打造西
南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示范基地。

在行动上，白沙工业园将积极对
接企业，寻找项目落地，通过发邀请
函等方式联系当地主管部门和企业
寻求合作机遇。

同时，白沙工业园将成立专项小

分队前往珠三角、长三角、大湾区、云
贵川及重庆重点企业搬迁区域等，面
向全国精准找寻符合园区产业定位
的目标企业。

“我们还会联络全国各地工业
园，以错位发展、产业互补等方式，积
极争取工业园区联盟，共同招商。”白
沙工业园相关负责人说。

积极推进项目进展
一大批项目开工竣工

5月18日，白沙工业园又举行了
江津区第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竣工活动，此次活动共集中开工竣工

项目83个（其中开工项目56个、竣工
项目27个），涵盖了消费品工业、新型
材料、汽车摩配、商业贸易、城市品质
提升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行业和
领域。

近来，白沙工业园一直在促进项
目推进工作，一大批项目都实现了稳
步推进。

4月5日下午，重庆江津白沙长
江大桥主缆架设顺利完成，大桥主缆
平均长度为1080米，总重量3000吨，
可承受18000吨左右拉力。本次主
缆架设顺利完成，标志白沙长江大桥
距离通车又近了一步。

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扩建工程

将于近期完工。新建的综合大楼包
含儿科综合大楼和医疗综合大楼，总
建筑面积超 4万平方米，共设床位
600张，总投资超3亿元。

这些都是白沙工业园持续推进
重点项目，完善基础设施的缩影。

“十三五”时期，重点项目建设推
进有力，6个项目总投资26.3亿元，完
成投资17.7亿元：增光大道高屋段已
建成通车、白沙镇污水处理厂扩建工
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园区安置房项
目已竣工并顺利交房、自来水厂已建
成并通过调试、白沙长江大桥和代建
第二人民医院正有序推进。

今年，园区将以推动重点项目为

中心，把和邦集团光能材料及光伏发
电模组项目（武骏、和友）促建工作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同时，园区将积极
推进白沙长江大桥和江津二院扩建
工程全面完工投用，江记三期二阶段
新开工生产厂房全面建设。

“力争今年，园区完成新投产辰
沙、罗曼等项目15个。”白沙工业园相
关负责人说。

优化营商环境
让企业进得来落得快留得住

白沙工业园有一个创造记录的
项目——武骏重庆光能8GW光伏材

料及组件项目，从洽谈到签约总共只
用了38天时间。

签约之后，白沙工业园为企业提
供了全程“保姆式服务”，及时解决项
目遇到的问题，有力地促使了该项目
实现“3个月完成征拆、2个月完成平
场、5个月开工建设”，创造了非凡的
白沙速度、江津速度。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江津区政
府提供了优质的营商环境，降低了我
们企业方的运行成本、提高了项目的
落地效率，成为我们落户发展的强大
动力。”活动上，四川和邦投资集团董
事局主席贺正刚对江津区领导敏锐
的眼光和各级各部门及白沙工业园
务实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肯定。

企业不仅要进得来，落得快，更
要留得住。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便是
优化服务，持续提高营商环境。这也
是白沙工业园一直秉持的理念。

近年来，园区持续围绕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大局，多措并举为园区企业
排忧解难，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比如，江津区级部门下放审批服
务事项173项，企业可就近到白沙镇
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如今在白沙工
业园，“办事难”已经转变为“办事
快”、“办事易”。

再如，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问
题，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建立银企信
息库，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平
台。鼓励企业开拓融资渠道，利用科
技创新、发明专利等自身项目优势进
行融资。

“我们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在
优化营商环境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举
一反三。”白沙工业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园区已经提出五大提升行动
方案，从环境、服务、招商、素质、管理5
个纬度着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下一步，园区充分听取服务对象
反馈的意见、建议，转变服务方式，及
时解决企业诉求，让服务对象办事更
方便、更快捷、更有收获感，以实际行
动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服务质量，赢
得企业的点赞。

唐楸 衡巧
图片由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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