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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王岚 实 习 生
渝海淋 通讯员宣文）市市场监管
局前天传来消息：为配合《宁波市菜
市场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今
起正式实施，我市已启动 2021 年宁
波市文明城市创建农贸市场及周边
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行动内容涵盖文明氛围、
文明服务、文明秩序、公共安全等 4
个方面，包括农贸市场无乱扔杂物、

无占道经营、无销售过期变质食品
等现象，从业人员文明规范服务，垃
圾分类收集、清运及时，周边车辆有
序规范停放，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
施等 30 项具体要求。市场监管和综
合执法部门分别牵头承担农贸市场
内部和周边的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我市各地已完成对
辖区内所有农贸市场及周边区域的
全方位排查，并将紧扣排查发现的
问题清单，采取“一场一策”方式实
施，科学引导规范市场秩序。宁波市
市场监管局市场合同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条例》的实施将有力推动农
贸市场及周边管理工作向制度化、
常态化、长效化转变。

据介绍，《条例》明确菜市场建
设管理应遵循统一规划、规范管理、
市场运作、政府扶持四项原则，进一
步增强菜市场的民生性、公益性、社
会性功能，强化了菜市场专项规划
的编制要求和实施刚性，规范了菜
市场主建筑和基础配套设施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
使用“四同步”的建设要求和建设标
准，厘清了菜市场举办者的主体责

任和各部门的行政监管职能，创设
了具有宁波特色的违法行为处罚条
款。如针对螃蟹捆扎过度包装的问
题，《条例》规定水产等捆扎物的重
量、材料等未按照国家、省、市标准
执行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 5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从8月1日起，菜
市场内将严格落实禁止吸烟；禁止携
带犬、猫等易滋生病菌、寄生虫的宠物
进入菜市场营业区；限制不必要的非
机动车进入菜市场营业区域等条款。
市民如不听劝阻，将被处相应罚款。

《宁波市菜市场管理条例》今起施行
农贸市场及周边专项整治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康庄严 实习生梅沁怡） 7 月 30 日
下午，“甬农杯”宁波市农村创业
创新项目创意大赛决出结果。经过
紧张激烈角逐，自育朱顶红新品的
扩繁与销售项目获得一等奖，归
本小农人劳动研学、一站式海洋

（渔 业） 服 务 平 台 项 目 获 得 二 等
奖，甬上佳鱼—高品质大黄鱼全
产业链架构商、明州田语生态农
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项目获得大赛三等奖。获奖选手获
得农业银行提供的贷款预授信专项
金融服务。

本次大赛以“耕耘天地间，甬
创新未来”为主题，旨在选拔优秀
项目、宣传创业典型、树立成功榜
样。全市共有 31 位农创客携 31 项

不同项目报名参赛，经初赛、复赛
后，共有 10 人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大赛着力优化农村创业创
新环境，进一步营造返乡入乡创业
创新氛围，以吸引更多有理想、有
抱负、有能力的有识之士加入农创
客的队伍，汇聚我市农业农村发展
新动能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
力。

下一步，我市将实施“万名创
客 培 育 行 动 ”， 加 大 政 策 扶 持 力
度，培养造就一万名扎根农村、投
身农业、带动农民的农创客队伍，
着力促进农创客在乡村振兴中创业
创新、引领带动、建功立业，为我
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建
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提供有力支撑。

我市农村创业创新项目
创意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又到一
年一度购物狂欢时，记者前日从
2021 宁波购物节新闻通气会上了
解到，以“畅享购物、夏逸宁波”
为主题的 2021 宁波购物节将在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举行。

据悉，此次购物节将抓住 8 月
夏日消费旺季，重点围绕新型消
费、大众消费、餐饮消费、商圈消
费、夜间消费、文旅休闲消费等领
域，开展六大主题活动、10 场重
点 活 动 以 及 200 多 项 其 他 促 销 活
动，带给消费者全新的消费理念和
购物体验。

数量巨大的折扣颇引人瞩目。
购物节期间，各商圈、商贸流通企
业将开展线上线下联动促销活动，
涵盖食、住、行、游、购、娱六大
要素，营造节庆期间“全城打折
季”消费氛围，让消费者买得过
瘾。

比如鼓楼沿商家会推出“约
惠”鼓楼沿——优惠促销活动；东
鼓道将发放 9.9 元抵 50 元的消费券
100 张、9.9 元抵 20 元的消费券 100
张，除特殊商户外全街区通用；天
一广场将推出“浙江行汽车巡展夏

季纳凉夜展”，打造汽车消费新模
式。

8 月份恰逢暑期，也是文旅体
消费的旺季。购物节期间，我市将
开展商旅、商体等多元融合、模式
创新、涵盖全域的促消费活动。其
中，南塘“有戏”夜间演绎活动会
囊括戏曲、民乐、脱口秀、灯光
秀，东鼓道非遗展将现场展示非遗
产品的制作过程。

不仅如此，围绕“活力宁波”
“时尚体育”“运动健康”等元素，
宁波将打造大众参与的特色“网红
体 育 市 集 ”， 探 索 出 一 个 集 吃 、
喝、游乐、赛、运动体验、体育博
览、互动社交、网红打卡等于一体
的新型泛体育商业模式。

此外，根据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的安排，我市还将面向银联二维码
用户、银联手机闪付用户、62 银
联卡持卡人，推出消费送金条、购
物节消费券、银行个性化促销等活
动，以促进商银互动。例如市民在
指定活动商户处使用云闪付消费
时，单笔实付金额满 150 元即可参
与抽奖，奖品为价值 3300 元的纯
金条，总共 10 根。

宁波购物节今日启动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董莹

按照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统一部署，我市将于 8 月 1 日开始，
对 12 岁至 17 岁人群分年龄段、安全
稳妥分步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昨天，宁波市疾控中心就市民关
注的一些问题进行答疑。

新冠疫苗青少年有必
要接种吗？

儿童青少年和 18 岁以上人群
一样，都是免疫屏障构筑的重点人
群。而且学校属于人口密集场所，并
且国内疫情防控措施严密，绝大多
数人都未曾感染，没有针对新冠病
毒的免疫力。一旦有输入性新冠病
毒疫情发生，不仅容易造成局部的
传播流行，而且有的人感染发病后
还会发展为危重症，甚至造成死亡。

因此，通过接种疫苗一方面使
得绝大部分人可以获得免疫力，从而
有效降低发病、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另一方面通过有序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可在青少年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
疫屏障，阻断新冠肺炎的流行，保
障在校学生学习生活正常运转。

目前青少年新冠疫苗接
种的对象是指哪个年龄段？

接 种 对 象 为 12 岁 至 17 岁 适
龄，且无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症
的青少年人群。

我国在青少年中获批
使用的新冠疫苗是哪种？

目前获准在未成年人中使用的
新冠病毒疫苗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生物）和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北京科兴中维）生产的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胞）。

我国在青少年中获批
使用的新冠疫苗需要接种
几剂次？间隔多久？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Vero 细
胞） 免疫程序为 2 剂次，其中北京
科兴中维疫苗每剂间隔至少 2 周，
北京生物疫苗每剂间隔至少 3 周。
后续如未成年人获准使用新冠病毒

疫苗种类、厂家、免疫程序有更新
调整以最新规定为准。

青少年接种疫苗要带什么？
青少年接种时，需有监护人或

学校工作人员陪同，且提前准备好
学生本人身份证 （或户口簿），配
合接种人员做好信息登记、知情同
意书签署、疫苗验证等工作。

接种新冠疫苗后，核
酸检测会呈阳性吗？

不会因接种疫苗使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呈阳性。

接种新冠疫苗后还需
做核酸检测吗？接种证明
能否替代核酸检测报告？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由于以
下原因，受种者极少数因保护失败
仍出现核酸检测阳性或发病：

（1）全程接种疫苗后，个别因免
疫失败而未获得有效保护，这部分人
群暴露于新冠病毒后，可能因感染新
冠病毒而检出核酸阳性或发病。

（2） 疫苗接种后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产生保护效果。如果这段时间
内感染新冠病毒，可能检出核酸阳
性或发病。

（3）处于疾病潜伏期的患者或无
症状感染者，即使接种疫苗，仍可能
因已被感染而检出核酸阳性或发病。

上述人群有可能成为传染者，
在新冠疫情防控需要进行核酸筛查
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证明不能替
代核酸检测报告，还需配合相关部
门进行核酸检测。

接种新冠疫苗后，出
入境检查血清抗体呈阳性
怎么办？

接种疫苗后，如遇血清抗体检
测结果为阳性，核酸检测等其他检
查结果为阴性，可声明已接种疫苗
并出示接种证明，以便相关机构鉴
别诊断。

接种疫苗后要出国，
如何办理预防接种证明？

出国境人员凭本人预防接种证
（本）或预防接种记录证明到宁波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宁波海关口岸
门诊部），咨询电话：0574-87163322,
87153322，办理出国境所需要的预防
接种相关证明，包括转录预防接种记
录、相关翻译、转卡等。

青少年有必要接种新冠疫苗吗？
市疾控中心就疫苗接种相关事宜答疑

看宁波菜市场“变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