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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
员 高波）日前，全市首剂鼻喷流
感疫苗在鄞州区钟公庙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接种。今后，想
带孩子接种流感疫苗可以不用打
针，对着鼻子里喷一喷就可以了。

“一点都不痛，有点甜甜
的。”9月8日上午10点，全市首
剂鼻喷流感疫苗在鄞州区钟公庙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接
种，3岁男孩涵涵成了接种第一
人。看到接种完了还一脸懵的涵
涵，妈妈觉得很开心：“以前每次
带孩子打流感疫苗都要两个大人
一起来，否则哭闹起来抓不住，这
次对着鼻子喷一下，省事多了！”

鄞州区疾控中心副主任胡丽
明介绍，鼻喷剂型的流感疫苗是
减毒活疫苗，模拟人体从自然环

境中感染流感病毒过程而研发
的。这种疫苗模拟人体自然免疫
过程，以粘膜免疫、细胞免疫和体
液免疫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不过，这款新型的鼻喷流感
疫苗只适用于3—17岁的孩子，如
果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还是要采
取传统的打针方式来接种。

钟公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预防保健科长石慧芳介绍，鼻喷
流感疫苗价格相对高于注射的流
感疫苗，疫苗价格为298元/剂，加
上接种服务费28元/剂，接种一次
共计326元/剂，可使用家庭共济
网支付网内用户疫苗接种费用。

据了解，接下来鄞州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都将提供鼻喷流感
疫苗的接种服务，市民有需要的
可以提前预约。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勇
祖轩 实习生 袁先鸣）这两天，位于
海曙区高桥镇的海曙区人才创业园
里，威斯巴特科技（宁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何帆正在紧张地筹备
一场重要的签约仪式：在今年宁波人
才科技周期间举行的海曙区“宁波人
才之家”启动仪式暨“揭榜挂帅”全球
引才发布会上，他们将和海尔集团签
订一个数亿元的超级订单。

正是因为有了何帆这样的人
才，海曙区人才创业园正不断激发
出产业集聚、人才抱团的成效。

就在上月底，海曙区人才创业

园还和鄞州、慈溪一起，被正式认定
为宁波市级人才创业园。加上余姚
和镇海中官路两家省级人才创业
园，和之前已经评定的宁海市级人
才创业园，至此宁波已经有了六大
人才创业园区。

据了解，这六大人才创业园中，
光是国家级人才，就已集聚了205
名，此外还有一大批省级和市级人
才。同时，各个人才创业园还逐步形
成了特色明显的产业群，比如海曙区
人才创业园就是围绕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智能传感等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打造全市新兴产业高地。

宁波六大人才创业园
引来国家级人才205名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王岑 杨熙瑾）“恭喜你，成为宁波
新市民！”昨天是宁波落户新政实施
首日，上午9时30分许，来自河南
的闫先生夫妇来到江北户证中心申
请办理户口迁入手续，也因此成为
甬城落户新政的首位受益者。

闫先生今年38岁，来甬城打拼
已有11年。“为了让孩子们享受更
好的教育环境，我今年6月在江北
买了房，想在宁波落户。”闫先生说，
但在当时他遇到了难题：按照原来
的规定，他必须在4年内缴纳社保
满36个月才行。我的社保时间只
有28个月，被这条卡死了。”

今年 8 月中旬，继 2018 年、
2019年两次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后，
宁波发布《进一步放开我市落户条
件》通知，第三次放宽户口准入条
件。这次户口迁移政策调整，主要
涉及放宽居住就业落户、投资创业
落户、人才落户条件和便利长三角
地区人员落户这4个方面。闫先生
就因为“放宽居住就业落户”这一
条，最终成功落户甬城。

“前两次调整，2018年和2019
年宁波常住人口猛增了 53.7 万
人。”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落户
新政实施首日，全市共有400余人
申请大市外迁入。

70岁以上本市户籍老人
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本月底完成准备，11月中旬完成接种

“恭喜你，成为宁波新市民！”
落户新政实施首日
400余人申请大市外迁入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
员 王锋）随着天气转凉，即将进
入流感高发季。记者从宁波市疾
控中心了解到，宁波市重点人群免
费接种流感疫苗民生实事项目已
正式启动，70岁以上宁波市户籍的
老年人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
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危害
人群健康。孕妇、婴幼儿、老年人
和慢性基础疾病患者是高危人
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
最有效手段，可以减少流感相关
疾病带来的危害及对医疗资源的
占用。为切实让群众共享改革开
放成果，贯彻健康浙江、健康宁波
建设理念，2020年省、市政府将重
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纳入民

生实事工程，切实保障群众健康。
据了解，本次免费接种流感

疫苗的对象为符合适应症的70岁
以上宁波市户籍的老年人（生日
在1950年12月31日之前）。市
疾控中心根据浙江省统一招标采
购目录，已组织到20余万支三价
流感疫苗，用于现场接种。

目前宁波各地正在积极开展信
息排摸、接种意愿排摸、接种日期安
排等前期准备工作，符合条件的应种
对象可根据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统
一安排，按照预约通知的时间和地
点，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去家庭责
任医生建档单位或居住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有序接种。预计
将于9月底完成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11月中旬完成现场疫苗接种工作。

●相关新闻

喷一喷就能防流感
不用打针的流感疫苗来了

闫先生夫妇在办理户口迁入手续闫先生夫妇在办理户口迁入手续。。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鼻喷流感疫苗接种很方便鼻喷流感疫苗接种很方便，，对着鼻孔喷一喷就可以了对着鼻孔喷一喷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