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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例  吸入式新冠疫苗拱墅开打
本报讯（通讯员 廖婷婷）

“先呼气再吸气，再憋五秒就

行，味道还有点甜。”近日，文

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居民洪先

生完成了全省首例吸入式新冠

疫苗接种。这是他接种的第三

针新冠疫苗，此前他已接种两

针肌注式新冠疫苗。

接种吸入式疫苗，工作人

员需要使用专用的雾化给药装

置，将疫苗雾化至雾化杯中，再

将雾化杯递给受种者。受种者

拿到雾化杯后，只需深吸一口

气，将杯中的雾慢慢吸入体内，

大约五秒后，直至杯中无雾，新

冠疫苗就接种完毕了。“就像吸

空气一样，没什么感觉，比打针

方便多了。”洪先生表示。

据了解，吸入式新冠疫苗

采 用基因重组 腺 病 毒 载 体工

艺，在不改变疫苗成分的基础

上，将疫苗雾化成气溶胶，通

过吸入的方式进行接种。吸入

式新冠疫苗除了方便、快捷、无

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点，

即黏膜免疫。

“新冠疫苗通过口腔吸入

的方式，使雾化后的疫苗经过

呼吸道最终抵达肺部，刺激机

体在呼吸道的表面形成一层保

护性抗体，其可与新冠病毒结

合形成复合物，通过呼吸道黏

膜纤毛摆动，将复合物排出体

外。也就是说，通过黏膜免疫，

建立了病毒进入人体的第一道

防线。”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疾病控制科科长杜佳羽

介绍，第一批吸入式新冠疫苗

有90个名额，每周二和周四下

午开放预约。有需要的市民可

以登录浙里办APP，搜索“预

防接种”，点击“新冠疫苗”后

可选择预约吸入式新冠疫苗和

预约接种的时间以及预防接种

门诊挂号。

吸 入 式 新 冠 疫 苗 免 费 接

种。18岁及以上人群，且已完

成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或者腺病

毒载体疫苗基础免疫的人群，

并间隔6个月及以上的，即可接

种吸入式新冠疫苗。

问：吸入式新冠疫苗的接种程序
是什么？

答：对于已完成基础免疫，即已接种 

2 剂次灭活疫苗（北京生物、科兴、

武汉生物）满 6 个月的人群，可接种 

1 剂次吸入用新冠疫苗进行加强免

疫：对于已完成基础免疫，即已接种 

1 剂次康希诺生物腺病毒载体新冠

疫苗（肌注剂型）满 6 个月的人群，

可接种 1 剂次吸入用新冠疫苗进行

加强免疫：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 5 型腺病毒载体）暂不用于基础

免疫接种。

问：接种吸入式新冠疫苗有禁忌
症吗？和肌肉注射的禁忌症是一
样的吗？

答：对本品中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

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

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

过敏者；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

反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

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患有未控制

的癫痛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者，有格林巴利综台征病史者；其他

禁忌参照常规新冠疫苗接种禁忌。

问：吸入式新冠疫苗接种前后有
肠些注意事项？

答：吸入式新冠疫苗接种为加强接

种，在接种前请确认受种者已经至

少完成 2 剂次新冠灭活疫苗接种或 

1 剂次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在完

成吸入用疫苗接种后需要在现场留

观至少 30 分钟。期间可适量饮水休

息，如出现身体不适可告知现场工

作人员进行处置。接种完成后无特

殊禁忌事项。与常规接种完疫苗之

后一样，建议当天清淡饮食，不要进

行激烈运动。

问：接种完吸入式新冠疫苗后多
久可以接种其他疫苗？

答：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第一版）》，其他疫苗与新

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 14 

天。当因动物致伤、外伤等原因需

接种狂犬病疫苗、苗、免疫球蛋白

时，可不考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

种间隔。

之窗大运河

本报讯（通讯员 叶兴才）浙

东运河宁波段是宋代浙东运河黄

金时期开凿的航道，取代了丈亭

以东姚江自然段，避免海潮对航

运的影响，这种自然江河与人工

塘河并行结合、复线运行、因势

取舍的设计、构筑理念与航运方

式，正是宁波地区古代航运系统

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线路规

划的科学性。通过基本人工化的

慈江、刹子港进行航运。此段河

道西起丈亭经慈城、向南抵小西

坝，包括慈江、刹子港两段河道，

总长约23公里。现此段运河航运

功能已减弱，为等外级航道。浙

东运河从西往东到达明州府城的

最后一段运河航程，因此也称为

古浙东运河的末段。

慈江，历史上称管山江，西

起丈亭三江口，经慈江大闸、太

平桥至夹田桥，全长约18公里。

开凿于南宋，由制使吴潜发动和

组织慈溪百姓买民田开挖而成，

往东可直达于镇海口，自此，从

绍兴、余姚过来的船只又多了一

条相对安全的出海河道。刹子港

又称刹子浦，北起慈城大东门外

夹田桥，南至小西坝，全长约４公

里，是沟通慈江和姚江的一条直

河，也是由宋制使吴潜对原有河

道进行拓宽疏通而成。当年还在

刹子港的南端建有一座小西坝，

隔江与鄞县的大西坝对接，船只

拖过大西坝后便可经便捷通道西

塘河直接进入宁波府城。

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

道，水通则人聚，位于浙东运河宁

波段的慈城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慈城三面环山，南面两江，北

部的慈湖汇集山区水源，通过城

内水网和护城河汇入慈江和姚江，

形成典型的山—湖—城布局。运河

是慈城对外联系的通道和城镇水

网的基础：城内水网与路网密切相

关，呈“三横五纵”的水陆双棋盘布

局；城外濠河环城，通过水门连通

城内水网，发挥防御、排水、泄洪

的作用。如今的慈城仍保留了众多

可供认知的元素，如自唐宋时期的

城市道路骨架格局；以及大量明清

民居、祠堂等文物建筑，成为一处

保留完好的江南古县城标本。

浙东运河宁波段

缓解停车难  拱墅新增停车泊位 3726 个
本报讯（通讯员 周彩艳）“停车难”问题一直以来为群众所关注，多年来停车泊位建设被列入民生实事项目。今年，拱墅区有4个项目约2900个停

车泊位列入年度省级民生实事计划。目前，这项省级民生实事已全部完成，共计新增3726个车位，其中公共泊位433个。新增的停车泊位缓解了周边区

域居民的停车难问题，让市民停车更便捷。

运河新城（拱墅区范围）A-R21-08地块

项 目 概 况 ：运 河 新 城

A-R21-08地块农转非居民

拆迁安置房项目位于郁世门

街与丽水北路交叉口西南角，

东至丽水北路，南至康桥新

开河防护绿地，西至前洋路，

北至郁世门路 。该项目配建

停车泊位2135个，其中无障

碍车位42个。

祥符单元GS0904-R21-03地块

项 目 概 况 ：祥 符 单 元

GS0904-R21-03地块农转居

公寓项目位于大吉路与灯彩东

街交叉口西北角，东至孔家埭

路，南至灯彩东街，西至采月

巷，北至乐月巷。该项目配建

停车泊位1037个，其中无障碍

车位21个。

庆隆小河单元GS0303-38地块

项目概况：庆隆小河单元

GS0303-38地块地下公共停车

库项目位于祥符街道，东至棠子

桥路、南至莱德绅华府、西至规

划住宅用地GS0303-R21-08、

北至GS0303-R21-07，项目利

用公园地下空间建设，共有201

个车位。

项目概况：铁路北站单元

GS1104-18地块中学及社会

停车库工程项目位于拱墅区

上塘街道长滨街76号，东至

科园路、西至科西路、南至长

浜廊路，北至规划绿地。项目

配建停车泊位353个，其中社

会公共停车泊位232个。

铁路北站单元GS1104-18地块

育儿入户指导打通育儿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 王霈奇）新媒

体时代，五花八门的育儿知识、技

巧和经验充斥在网站、朋友圈、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各种平台，面对

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新手爸妈

们该如何避免陷入育儿“成功学”

的焦虑之中？近日，区总工会的家

庭养育健康指导师来到辖区内的

婴幼儿家庭中，对育儿家庭进行专

业的育儿入户指导，切实推进婴

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打通育儿服务

“最后一公里”。

“悦悦，这个喜欢吗？来，给

你玩。”杭州市婴幼儿养育照护指

导师、高级育婴师庞玉洁循序渐进

地一边和孩子说着话，一边拿着

各种玩具逗她玩，等她放下戒心之

后再慢慢靠近。庞老师在与宝宝

互动过程中，观察着宝宝的不同动

作，对幼儿能力进行测评，并详细

向家长询问了宝宝的喂养、互动玩

耍等生活细节，并指导养育人如

何科学添加辅食以及从大运动、

精细动作、语言能力等3方面重点

训练宝宝。

据悉，本次项目常规为3次入

户指导，每月家庭养育健康 指导

师会上门访视一次直至养育人掌

握必备的育儿技能，同时指导师

会根据孩子的能力测评出具反馈

报告。

为了更有效 地沟通交流，庞

玉 洁 将 养 育人 加 入 到 育儿 交 流

群，通过育婴师和儿保医生的“双

管齐下”，消除或改善职工育儿风

险，避免双薪家庭的育儿焦虑。

像这样一对一的入户指导育

儿是区总工会为积极探索婴幼儿

照护服务新模式，结合区域特色，

提高职工家庭婴幼儿照护能力创

新推出的服务。目前，区总工会已

开展入户指导13户家庭，其中最小

的孩子18天，最大的9个月，活动

受到了职工的一致好评。

该服务面向全区建会企业职

工，想要参加入户育儿指导的拱

墅区职工，可向所在企业、单位工

会，或所住街道（园区）总工会、系

统基联会、直属工会报名。让“面

对面 ”“手 把 手”的 家 庭 育儿 指

导，实现家庭个性化养育，缓解家

长的育儿焦虑。

本报讯（通讯员 葛茜倩）随着

一幅绵延运河与商圈楼宇交相辉

映的3D画卷徐徐展开，场景中的

主播向在场人员发出了共商共富

议题的邀请。近日，拱墅区举行的

“学习二十大 书记话共富”之首

期两新组织“共富领麦人”活动在

杭州北部软件园商务社区拉开序

幕。本次活动运用虚拟直播技术

进行直播，观看总量超3万人次。

今年以来，拱墅区聚焦破解

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小马拉大

车”等难题，探索将经济体从属

地社区的管理体制中剥离出来，

在楼宇、商圈、市场、商贸综合体

和两新组织相对集聚区域探索创

新商务社区。

作为一项创新变革工作，如

何激 发 更 多主体参与商务社区

共同富裕基本单元建设?如何借

助这一契机，打通优化营商环境

“最后一公里”？来自拱墅区不

同商务社区的书记们“开麦”共

商议题，就“商务社区共同体与

共同富裕”、“如何打造社区共同

体”等话题，积极提出自己的想

法和建议。

“通过进一步摸清服务对象

和服务资源底数，组建一支懂党

建、懂经济、懂服务、懂城市发展

的人才队伍，全方位提升商圈楼

宇的生活工作品质，彰显城市温

度，真正实现共富路上一个都不

少。”经过现场热烈交流与讨论

后，北软商务社区副书记吴燕飞

收获颇丰。

“园区紧紧把握共同富裕现

代化基本单元建设的契机，成立

北软商务社区，划小治理单元、

打通为企服务最后一百米，将社

区作为基层智治有效抓手，更扎

实推进精细管理。”据北软商务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未来，

北软商务社区将直面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根据企业需求不断

开拓更丰富的工作场景，通过数

字赋能创新管理机制，深化“党

务、商务、服务”三务融合，架设

起让政企互动更为紧密的桥梁，

真正成为“更了解企业”的社区，

持续优化安商服务，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

虚拟直播技术来助力  商务社区书记集体“开麦”话共富

“HR 小白”电竞场馆开启亚运之旅
记杭州电竞中心运行团队成员  王涵

本报讯（通讯员 胡俊威）今年

3月，刚刚收到被组织抽调到亚运

电竞场馆工作函的王涵内心十分

激动，她怎么也没想，一个月前还

和家人围坐在一起激动地观看北

京冬奥会的自己，竟然有幸立刻参

与一次属于杭州的体育盛事，开启

一段难忘的亚运之旅。

原本在区住建局工作的王涵，

在日常工作中主要负责各类工程

项目资料的整合报送等业务，如今

要在电竞场馆担负起人事志愿者

领域的工作，对王涵而言无 疑是

个挑战。“体育、电竞、人事，这些

关键词，对于我而言既熟悉又陌

生。”王涵回忆说，一开始，她以为

人事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考

勤和上报信息，经过与亚组委和场

馆先期团队的沟通学习后，才了解

到人事工作之于体育赛事的举办

就如同建筑的地基环节一般，人

员数量、人员配岗、激励保障等等

都是“地基”中不可或缺的建材。

“您好！我是电竞 场 馆的人

事王涵，麻烦您核对并更新下人员

信息备案表……”明确自己的工作

任务后，王涵开始穿梭在各个陌生

面孔身边，快速地熟悉着新同事

并和本人一一确认各种信息。这名

初来乍到的“HR小白”通过不断

摸索，逐步肩负起电竞场馆的人事

制度编制、人员计划编制、日常考

核、考勤、新人岗前培训训练营的

配置等人事工作。今年4月底，一份

涉及场馆20个业务领域700多名

工作人员的人员配置计划应运而

生，受到亚组委专家团队的一致认

可。而这一切，离不开王涵和其他

人事领域的老师一起一个多月来

的共同努力。

今年5月，亚奥理事会宣布亚

运会延期举办，但王涵的亚运之

旅并没有结束，留驻场馆的她第一

时间征求各方意见摸排人员思想

动态，纾解情绪，搭建场馆留用团

队，依旧在场馆里忙碌着。

作为一名新亚 运人，王涵总

说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参与此次亚

运工作。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她将

不断扩充自己的能力边界，恪尽职

守，尽其所能，为杭州亚运会的成

功举办添砖加瓦。

我为亚运 做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吴燕飞）11

月15-1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七次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此次峰会上，拱墅企业罗莱迪思

作为国内领先的照明科技企业闪

耀巴厘岛，用智慧照明科技助力

峰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智造”

的魅力和风采。

G20峰会期间，“中国元素”

闪闪发光。作为国内领先的照明

科技企业，罗莱迪思继杭州G20

峰会后，再一次走进巴厘岛G20

峰会，为此次峰会提供了先进的

智能照明技术，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智造”的非凡魅力与风采。

于今年7月盛大开业的Atlas 

Beach Fest阿特拉斯海滩俱乐部，

位于巴厘岛仓古（Canggu）海滩，

总面积29000平方米，号称全球最

大的海滩俱乐部，同时拥有巴厘岛

最大街头市场和亚洲最长的泳池

酒吧，俱乐部内有超约五十家餐厅

和商店，可容纳近一万人。

根据项目属性，罗莱迪思的照

明设计从对防眩的严苛要求、光效

的品质表现和艺术色彩的表达等

方面考虑，制定了智慧景观产品解

决方案，呈现了完美灯光秀。

G 2 0 峰 会 期 间，以 A t l a s 

Beach Fest为代表的城市内容，

向各国领导人传递着印尼的人文

魅力。罗莱迪思参与助力巴厘岛

G20峰会，借此机会，用中国智慧

照明科技诠释了民族的骄傲。

未来，罗莱迪思将会在智慧

照明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紧

抓全球化发展机遇，让“中国智

造”闪耀全球。

拱墅企业助力G20巴厘岛峰会  闪耀“中国智造”魅力

本报讯（通讯员 沈星凯）近

日，2022世界机器人大赛浙江城

市选拔赛圆满结束。经过两天的

激烈角逐，来自拱墅区文晖实验

学校的4名学子获得九宫（IER）

智能 挑战 赛两个项目的省赛 冠

军，将逐梦2022世界机器人大赛

决赛。

据 悉，世 界 机 器 人 大 赛 自

2015年起已成功举办了7届，共

吸引了全球20余个国家15万余名

选手参赛，被各大主流媒体广泛

赞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

是目前国内外影响广泛的机器人

领域官方专业赛事。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运用传

感器、机械结构、算法学习、编程

运用等，通过联队合作或对抗，

开展车轮战。一方面考验参赛选

手的工程设计、逻辑思维以及临

场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也激发选

手们的团队合作与体育精神。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为了准

备本次比赛，4名参赛同学利用

课余时间积极备战。

据悉，文晖实验学校立足学

校特色，从文化和电子体育两大

维度切入，着力铸造以“美育”

和“电竞”为核心的校园品牌。

作为杭州市电子竞技（科技型）

后备人才基地学校，市智力运动

管理中心与学校密切配合，重点

培养 学生的科 学 探索和创新能

力，项目开展以来，智力运动已

然成 为了学 校 发 展的 重点特 色

课程。

拱墅学子将逐梦2022世界机器人大赛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