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疾控热点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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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午后，随着天空渐
渐“沉”下脸来，气势磅礴的
雷阵雨“如约而至”。

全市各地气象部门陆续
发布雷电和暴雨预警，其中，
宁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
号，奉化、北仑拉响暴雨橙色
预警信号。

午后的雷雨，总是来得
又急又凶。电闪雷鸣的“警
报”尚未把夏日午睡中的人
们惊醒，雨水就已经劈头盖
脸地落下。

从市气象台的预报看，8
月1日，雷雨天气，尤其是那
种短时风雨很大的雷雨天
气，出没的概率很高。大家
外出时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哦。

此外，市气象台在昨日

发布的十天预报中也提到，8
月3日起，我市仍多午后雷
阵雨天气。雷雨天气增多，
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
和局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大家要注意防范。

昨天，市区的最高气温
再度一脚迈过35℃的门槛，
达到35.3℃。不过一场豪雨
过后，气温被“打回原形”。
今天，市区最高气温在32℃
左右，接下来的日子，最高气
温也多在31℃-33℃。

气温回落，但体感的闷
热并没有那么容易散去，既
要和“热烘烘”“黏糊糊”作斗
争，又要和突如其来的雷雨

“躲猫猫”，接下来的日子，有
点“忙”。

记者 石承承

台风“烟花”过后，宁波
部分城乡地区公交站台遭到
不同程度的损坏。连日来，
宁波公交集团镇海公司候车
亭维护组加班加点，对辖区
近760个公交候车亭进行全
面消杀修复，重点加强隐患
排查和清洁力度，保障市民
出行安全。

7月30日，在镇骆路上，
一群穿着绿色马甲的维修队
员忙碌在公交站台上。这一
边是清洁消杀组，他们有的
喷水，有的擦拭站台座椅。
由于台风过后灰尘较重，每
个人都是来来回回擦了好几
遍，原本布满灰尘的公交站
台焕然一新，清洁过后再进
行全面消毒杀菌。

另一边，维修组成员爬

到公交车顶棚，对破损的部
位进行修复。“这次风力比较
猛，镇骆路一带有10多个公
交顶棚被刮翻了。”维修班组
成员王能军一边说着，一边
小心翼翼地拆卸着破损的顶
棚面板。他先把压条一条一
条拆卸，然后小心地把破损
顶棚板拿掉，再根据不同站
台的大小裁剪好面板，最后
一个个细心装上，固定好每
块板的螺栓。

由于有些螺栓生锈后很
难拆卸下来，王能军只好先
喷除锈剂，遇到里面的管子
腐烂了，就得用切割机处理，
再把新的焊接上去……没过
多久，王能军身上的衣服就
被汗水湿透，工作服由浅褐
色变成了深褐色。连续干了
4个多小时，他终于把所有
顶棚更新完毕。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董美巧

接下来多午后雷阵雨天气

镇海公交候车亭消杀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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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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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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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岁适龄，且无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症的青少年人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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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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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青少年接种需要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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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宁波发布

今起,15-17岁人群可接种新冠疫苗了
9月1日开始，开放12-14岁人群的接种服务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浙江省将有序开展12-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
种工作。今天开始，全省开放15-17岁人群的接种服务；9月1日开始，开放12-
14岁人群的接种服务。

（一）在校中小学生

15-17岁人群
主要为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和技

工学校学生。安排在 2021 年 8 月
20-31日集中完成第一剂接种；9月
11-19日集中完成第二剂接种，同步
开展第一剂的查漏补种工作。

12-14岁人群
主要为小学高段及初中学生。安

排在9月20-30日集中完成第一剂接
种；10月11-19日集中完成第二剂接
种，同步开展第一剂的查漏补种工作。

在校学生因疾病等原因未能在集
中接种时间内完成接种的，符合接种
条件后，应由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及时
到就近接种点完成相应剂次的接种。

（二）其他人群

12-17岁非上述中小学在校各类
人群由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做好摸
底统计和动员工作，引导适龄人群主
动接种、积极接种、全程接种。

各县（市、区）根据辖区实际和青
少年特点，按照“一地一策”“一校一
策”的工作要求，科学制定12-17岁
人群接种方案，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和
场地，确保有序接种。

因暑假等因素，希望提前接种疫
苗的家长，可根据接种服务开放时间，
自行带学生前往接种点完成接种，接
种后需及时反馈接种情况，学校做好

登记。
接种学生规模在600人以下的学

校，主动与属地和卫生健康部门联系
预约，在就近的接种点设立学生专场，
安排指定时间统一组织学生前往接
种，学校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组
织沟通对接等工作；

接种学生规模在600人以上的学
校，经属地和卫生健康部门评估，校内
具备设立临时接种点条件的，可在校
内设立临时接种点，学校要配合属地
卫生健康部门做好校内各项环境条件
创设和管理等工作。

按照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我市也将于8月1日开始，
对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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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答疑。

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相关事宜

浙江省具体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