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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2日上午，荥阳
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新冠病毒疫
苗紧急接种工作。

荥阳市副市长任莉要求，各
相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按照
“应种尽种、不漏一人”的要求，统
筹工作。要参照荥阳市新冠病毒
疫苗紧急接种工作专班，同步成
立辖区（单位）工作专班，采取“属
地＋行业”条块结合的“双管”模
式，紧扣时间节点，严格按照九类
重点人群摸底排查流程，全面摸
清核实九类重点人群涉及的所有
单位和符合条件的人员底数，准
确定位人群接种的类别，分类统
计、科学组织、合理安排。要加大
宣传力度，多方面、全方位宣传疫
苗接种有关政策，做好重点人群
宣传发动，及时发布疫苗安全性、

有效性等权威信息，及时解答群
众疑问，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要强化纪律，严肃责任追究，加
强督导检查，确保按计划圆满完
成新冠病毒疫苗紧急接种工作。

根据《荥阳市新冠病毒疫苗
紧急接种工作方案》要求，本次新
冠病毒疫苗紧急接种主要覆盖荥
阳九类重点人群，年龄应在 18~
59岁。

1.从事进口冷链食品相关工
作的从业人员，包括口岸检疫，国
际航空空勤，货物运输，冷链装
卸、搬运、运输，大型农贸市场、市
场监管等有关人员。

2.海关、机场、边检、民航监
管等部门国际航班保障人员及入
境人员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

3.入境人员新冠肺炎定点救

治医疗机构一线人员。
4.省疾控中心、郑州市及其

所辖县（市、区）疾控中心负责流
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消杀及
应急处置人员。

5.除 3、4项以外的其他抗疫
一线医疗和防疫人员。

6.国际和国内交通运输从业
人员。

7.拟赴疫情较严重国家或地
区工作或学习培训人员。

8.政府机关、公安、武警、消
防、社区工作者、新闻媒体从业
人员。

9.水、电、暖、煤、气相关人
员，交通、物流、养老、环卫、殡葬、
通信等城市运行保障人员等。
荥阳时报 王焱楠
通讯员 毛杰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荥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自荥
阳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紧
急接种工作以来，未发现严重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按照“应种尽种”“不漏一人”
的原则，荥阳对 18~59岁的九类
重点人群进行摸底，并在荥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荥阳市人民
医院、荥阳市中医院、郑州瑞祥医
院、郑州华卓医院（原二院）设立
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

记者在郑州瑞祥医院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点看到，荥阳坛
山热力公司的员工正在进行疫
苗接种。具体流程为：接种者
需要确认身份信息填写表格，

在登记预检处接受医生的健康
咨询、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在
扫码接种处刷身份证进行疫苗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需接
种 2剂，间隔时间为 28天，疫苗
接种过程确保“一疫苗一条
码”。同时，接种者在接种后需
留观 30分钟。

采访中，正在留观的荥阳坛
山热力公司员工汪翔告诉记者，
他接种完疫苗，身体状态挺好
的，再有大概10分钟就可以离开
了。荥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疫规划科科长李秀婷说，她也
是荥阳市新冠疫苗首日接种人
员，接种已 20天，身体没有任何
不适。

荥阳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晋提
醒大家，接种疫苗是当前预防新
冠肺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关于
疫苗的安全性，我们国家目前应
用的是灭活疫苗，在国内国外已
经做了几十万例的临床试验，没
有发现严重异常反应，请市民放
心接种。

据了解，目前荥阳首先接种
的是九类重点人群，随着疫苗附
条件获批上市和疫苗产量的逐步
提高，荥阳将进一步推进预防接
种工作，让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
实现“应接尽接”，尽快建立起免
疫屏障。
荥阳时报 王焱楠
通讯员 毛杰 文/图

荥阳未发现严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本报讯 为全面扎实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1月 12日，在荥阳
市中医院，来自荥阳少林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的李建立成为荥阳
第一名出租汽车从业人员新冠
疫苗接种者，标志着荥阳出租汽
车行业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正式启动。

本次新冠疫苗接种，在保证

知情、自愿接种的前提下，优先
对出租汽车等重点人群接种。
在接种现场，医务人员按照要
求对接种对象进行体温测量、
个人信息登记、健康询问；接种
对象签署了郑州市新型冠状病
毒灭活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接种对象在接种后留观 30 分
钟，无异常反应后离开。

温馨提示：虽然荥阳出租汽
车从业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已经全
部展开，但疫情防控依然不可麻
痹大意。荥阳广大市民在乘坐出
租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按照
荥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主
动佩戴口罩，配合驾驶人员扫码
或填写个人信息。
荥阳时报 王利雅 通讯员 赵庆

本报讯 1月 13日，荥
阳市索河街道索河湾社区
在索城市场开展爱国卫生
党员志愿活动，辖区内党员
志愿者、双报到党员、共驻
共建单位党员 40余人参
与。志愿者在索城市场进
行捡拾白色垃圾、清理卫生
死角、扫除树枝树叶、整理
共享单车等环境整治行动，
一些市民也主动参与其中，
与党员志愿者齐心协力治
理社区环境，形成为社区营
造整洁优美的环境添砖加

瓦、维护社区卫生、人人动
手参与的良好氛围。

此次活动使社区环境
焕然一新，充分发挥了党
员志愿者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脏的奉献精神，同时
调动了广大社区居民参与
环境建设的积极性，最大
限度地提高居民对社区环
境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
与率，共同打造干净、和谐
的美丽索河。
荥阳时报 王焱楠
通讯员 尹雨晴 司娜

共同战“疫”做好防护
安排部署新冠病毒疫苗紧急接种工作

荥阳九类人员紧急接种新冠疫苗

荥阳出租汽车司机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讯 近日，荥阳市
王村镇和汜水镇分别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传
达有关精神，讲解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两镇全体党
政领导、各部门主任、派出
所、卫生院、文教组及行政
村支部书记、疫情防控负
责人、村医等参加会议。

在汜水镇疫情防控工
作推进会上，镇长李春梅要
求以防控工作压倒一切的
态度，做到动作要快、措施
要硬。以防输入、防扩散为
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把重点场所管牢，把集
聚活动控好。以铁的纪律，
全面保障防疫工作顺利开
展，各行政村高度重视，精

准施策，周密部署，积极发
动群众开展疫情防控。

在王村镇疫情防控工
作推进会上，王村镇党委
委员、人大主席柳桂根对
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了总体部署，希望各行政村
高度重视，精准施策，周密
部署，制定应对措施，组织
各方力量、积极发动群众开
展疫情防控，确保各项工作
有条不紊、扎实推进。王村
镇党委副书记王帅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端正思想态
度、严作风严纪律，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统一行动听指
挥、凝心聚力共克艰。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丁宁 郑玉东

本报讯 1月 12日，荥
阳市贾峪镇住福社区党支
部与新田物业党支部依托
“党员活动日”开展支部联
建活动，安排部署近期疫
情防控工作。

贾峪镇新田物业党支
部书记王新新主要围绕同
心抗疫、脱贫攻坚、红色管
家三大主题，盯紧盯牢风
险点，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
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做好
2021年新田物业疫情防控
工作，确保实现“两个坚决
保证”、“两个完全阻断”，确
保新田物业员工和新田业
主的平安健康。贾峪镇住
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楚利娟
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部署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工作，强调疫情防控措
施实施开展落地，企业及
社区要做好宣传、排查及
自查工作，并对下一步疫
情防控工作做了部署。

贾峪镇党建办主任王
伟萍围绕“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
一面旗帜”，要求新田区域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创新运用“社区
党委+物业管理+党员楼
长+党员志愿者”的方式方
法，整合辖区资源，下沉工
作力量，全面落实横到边、
竖到底,全覆盖、无缝隙式
联防联控措施，筑牢群防
群治的严密防线，以实之
又实、细之又细的工作，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动员广
大党员在疫情防控中践行
初心使命，有效实现“防输
入、防扩散、防输出”的疫
情防控目标，增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保
障好辖区群众健康安全和
经济社会平稳有序。
荥阳时报 王利雅
通讯员 楚利娟

索河湾社区
开展爱国卫生党员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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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镇和汜水镇
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