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感疫苗
为何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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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土庄稼”里也
要有“高科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
乡村振兴归根到底要靠科技创新。到2025年，
我国将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农
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产业高地。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
见》，首次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题，从国
家层面系统指导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建设发展，对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我国农业全面升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现有两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1997年和2015年国务院分别批准建立
杨凌、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取得了明显成效。在陕西杨凌示范区发
展的20年间， 已面向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展
农民培训30多万人次，其中有1.2万余人获
得技术职称，成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土专
家”。“杨凌农科”品牌价值达到661.9亿元，

位列全国区域品牌第二位。
当前， 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但也面临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示范区是创新驱动
发展的先行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试验田， 下一步要重点解决我国在推
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提升
中国农业的产业竞争力， 力争在国际上
有更多“叫得响” 的品牌。

徐南平强调， 此次国办印发的意见强

调了示范区的三个特点：一是姓“农”，要坚
持聚焦“三农”主题，推进乡村振兴；二是姓
“科”，通过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来打
造创新高地；三是姓“高”，坚持高标准建
设，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发展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徐南平说，到2025年，示范区创建总
数或将不超过30家。“建设示范区， 就是要
树标杆、立典型，将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广给
农民，并带领农民实践，才能补齐农业发展
的短板，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5年我国将推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土庄稼”里要有“高科芯”

� � �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接种
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
法。我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目
前尚未建立科学的统计，但从
每年疫苗供应总数3000万支
推算， 接种率仅为2%。“最有
效的方法”为何乏人问津？

多数成人
对流感疫苗不“感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刘增艳等
曾对18岁以上的居民流感疫苗接种及影
响因素进行电话随访调查。结果表明，即使
在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10853份有
效问卷中甲流疫苗的接种率仅为10.67%，
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率为7.43%。 专家表
示， 考虑到问卷在城市随访样本数占七成
多， 接种率较低的农村地区所占样本数较
少，因此全国整体接种率还要更低。

中国疾控中心及多地疾控中心的黄
婷、范军星等在四川、河南抽样选取9673
人进行调查发现， 不愿意接种流感疫苗的
有4381人。在这些人群中，三成以上是因
为“担心疫苗质量和安全性”；26.5%是“对
流感疫苗不太了解”；认为“接种疫苗不能
降低得流感的可能性”的占17.8%；而“流
感是小病，不需要接种疫苗”的占5.0%。此
外，也有人表示“不知道有流感疫苗”以及

“接种费用偏高”，导致不愿接种。

� � � �虽是高危人群， 未成年人的接种
率也不乐观。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预防
保健科李美琴等曾随机选取该地区3
所小学中2-6年级学生的家长作为调
查对象， 研究发现， 受访家庭中的小
学生只有33.0%在2012年接种了疫苗，
2013年有接种计划的仅有47.5%。

在江苏省滨海县， 2016年托幼儿
童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12.87%———该
县疾控中心梅茂冬发现孩子们未接种
原因主要是家长担心疫苗不良反应，
其次为不了解流感疫苗、 感觉孩子身
体好不需要接种。 出人意料的是， 私
立幼儿园儿童接种率高于公立幼儿
园， 农村户籍高于城镇户籍， 流动儿
童高于本地儿童， 家庭月收入越高接
种率越低。

“农村户籍的父母， 虽然收入不
高， 但更倾向于听从医生建议给孩子
接种流感疫苗这样的二类疫苗。 而城
镇户籍儿童的父母虽然接受过良好教
育， 但对流感疫苗认识存在误区， 导
致儿童疫苗接种率较低。” 梅茂冬认
为， 家长对流感疫苗的认知水平， 直
接影响到孩子的接种率。

记者从安徽合肥市多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了解到， 近年来带着孩子来
打疫苗的家长中， 很多人都选择了可
以同时免疫乙脑、 百日咳以及流感多
种疾病的联合疫苗。 虽然联合疫苗的
价格较贵，但还是受到家长追捧，接种
的高峰期甚至“一苗难求”。如果没有联
合疫苗， 很多家长就会只给孩子做必
要的免疫，不会特意接种流感疫苗。

� � � �疾控专家表示，由于流感病毒会变异，
疫苗防护能力并非“万无一失”，如目前使
用的三价流感疫苗就难以抵御今冬大肆流
行的“乙型Y系病毒”。但多年的疫苗使用情
况证明， 接种流感疫苗是减轻流感流行危
害的有效手段， 可以降低流感病死率及呼
吸系统、 心脑血管系统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率。“流感疫苗进入我国虽然时间不短了，
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新事物， 所以要想
让大家接受， 就得告诉大家这个疫苗的优
缺点和接种必要性。”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预防医学门诊科科长孙于莉说。

疫苗产品安全与否， 是影响公众接种
的因素之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表示， 将继续加强上市疫苗产品抽样检验
和生产现场有因检查， 及时查处发现的质
量安全问题， 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未成年人家长对流感疫苗
也不待见

让“疫苗君”
成为“可靠卫士”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 ）
2018年亚冠资格赛第三轮比赛30日进行，
中超两强上海上港队和天津权健队将率先
亮相， 只要取胜就能晋级亚冠正赛。 根据
赛程， 天津权健队将在15时30分迎战菲
律宾谷神星队， 上海上港队要在19时35
分迎接泰国清莱联队的挑战。

权健队是亚冠“新手”， 但上赛季排
名中超第3已证明他们的实力。 同时他们
也有一个利好消息， 对手谷神星队遇到了
“大麻烦”。 由于签证没有办妥， 谷神星队
已取消今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和踩场训
练， 最快也要29日晚才能抵达天津， 而他
们与权健队的比赛将在30日15时30分进
行， 留给他们备战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个上
午。

不过谷神星队在亚冠资格赛中表现不

俗， 尤其是次轮3比2绝杀了澳超布里斯班
狮吼队， 不容小觑。

上港队的对手清莱联队不是泰国足坛
的传统豪门， 但近几个赛季上升势头明
显。 值得一提的是， 球队两位巴西前锋都
曾效力中国联赛， 克莱顿曾代表上海申鑫
队征战中甲， 马塞纳则先后效力于中超劲
旅山东鲁能和杭州绿城队。 上港队是中超
亚军， 上赛季又闯入亚冠4强， 实力占优，
虽然博阿斯离开了帅位， 但继任者佩雷拉
曾是博阿斯的助教， 因此上港队在人员和
技战术上都保持了稳定， 只要正常发挥实
力， 晋级前景光明。

资格赛后， 亚冠小组赛将于2月13日
开打。 广州恒大队将于2月14日主场首秀，
对手是泰国武里南联队， 上海申花首场比
赛是2月14日客场挑战日本鹿岛鹿角队。

亚冠资格赛第三轮今日进行

上港、权健争正赛资格

� � � �据新华社伦敦1月29日电 据英国《太阳
报》近日报道，虽然葡萄牙球星克·罗纳尔多
（C罗）屡有暗示自己要重返老特拉福德，但曼
联的大门似乎已经向他关闭。 他的下一个职
业驿站很有可能是西伦敦的斯坦福桥。

C罗身披切尔西战袍征战英超和欧冠

赛场，下个赛季，这或将成为现实。《太阳报》
认为，C罗能否加盟切尔西， 关键取决于阿
扎尔。 这位比利时球星是皇马主席佩雷斯
心仪的目标。 如果切尔西愿放阿扎尔去伯
纳乌，那么皇马就可能愿意把C罗交易到斯
坦福桥。

C罗或将加盟切尔西

新华社发

� � � � 这个冬天， 我国北方最低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
摄氏度，长江沿线也寒冷异常。各地领导干部当急群
众之所急，在严冬时节多做雪中送炭之事。

越是严冬时节，领导干部越是要走出办公室，走
入贫困家庭， 看一看房屋暖不暖， 摸一摸炕上热不
热，问一问还缺点儿什么？特别是要关心和慰问那些
坚守在一线的劳动者。 对极寒天气可能造成的事故
要有所防范。

机关和窗口单位，要提供贴心服务，提高办事效
率，减少等候时间。公安部门要增加夜间巡逻，给流
浪者、迷路者、醉酒者提供帮助。交通部门要掌握车
辆、路况情况，及时发布信息、处置问题。民政部门要
提供避寒、救助场所。

供电、供暖、供气、供水部门要确保供给，不能发
生断供现象。 社区要开放服务中心， 弥补城市应急
“救寒”不足。相关部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不能让一个群众挨饿受冻， 这是党和政府的承
诺，也是各地领导干部的责任。要建立问责机制，对
造成群众非正常受冻死亡的要进行查处， 对造成停
暖、停气、停水、停电的要进行问责，对不关心群众冷
暖造成事故的要进行追究。

政府部门行动起来，广大市民行动起来。当看到
严冬需要帮助的人，哪怕是搭把手、问句话，也会驱
走寒意、带来暖意。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9日电）

天寒尤需恤民暖
新华时评

� � � �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
29日选举蒋超良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王晓东
为省长。

蒋超良当选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晓东当选湖北省省长

� � �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
29日选举林铎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唐仁健为
省长。

林铎当选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唐仁健当选甘肃省省长

� � �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王东峰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许勤为省长。

王东峰当选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勤当选河北省省长

� � �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
月29日选举张庆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陆昊
为省长。

张庆伟当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昊当选黑龙江省省长

（均据新华社电）

� � � �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
29日选举段春华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张国清
为市长。

段春华当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国清当选天津市市长

特雷莎·梅将首次访华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邀请， 特雷莎·梅将于1月31日至2月2日对中国进行
正式访问并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 这是她
出任首相18个月来首次正式访华。 双方有望在贸易
交往、服务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达成多项协议，以
期促进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加速发展。

据媒体报道，除了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等高级官员， 英国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家英国
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贸易协会等，其中包括英
国石油公司、汇丰银行。从行程安排上看，意味着金
融与教育合作可能成为这次访华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