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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振兴先从建设未来乡村抓起

戴村开展河道清障清脏行动

百村行2021 15

新街专项整治牛皮癣

山阴街社区：居民在“三元茶馆”喝茶议事

益农“共智富”联合体“3F计划”启航

我国为何要加速接种疫苗？

在中国较大的人口基数下，目前的
疫苗接种率仅在4%左右，不仅距构筑免
疫屏障所需的70%存在差距，也与某些
发达经济体相比存在差距。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表示，我国疫苗接种率仍有待提
高，否则随着其他国家逐步建立起免疫
屏障，未来各国互通时，我国会处于一个
比较被动的局面。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世卫组织疫
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认为，“现在
还有时间和空间，我们有这么多的疫苗
可以选择，按照政府的有序接种的计

划，我们既安全又有效地在国门打开之
前，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免疫屏障建立起
来。”

接种新冠疫苗是否安全？

国家卫健委 4 月 4 日发布，截至
2021年4月3日，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13667.7万剂次。与此同时，
很多国家都批准使用中国新冠疫苗，目
前已经向全球60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
助，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还带头接种，这都
说明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

目前杭州市使用的新冠疫苗包括国
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生产
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
胞）”和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
细胞）”。

打完新冠疫苗后多久可以产
生抗体？

打疫苗多久能产生抗体，跟免疫程
序有关系。新冠灭活疫苗一共需要接种
两剂次，间隔2~4周。研究表明，接种完
第一剂以后，7天开始普遍产生抗体。接
种完第二剂28天以后，中和抗体阳转率
均达百分百。

接种完新冠疫苗可能会有什
么不良反应？

杭州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所长刘
艳介绍，新冠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
表现为：接种部位的红肿、硬结、疼痛等，
也有发热、乏力、恶心、头疼、肌肉酸痛等
临床表现。一般症状较轻，两三天后即
可消退，无需特殊处理。极少数人会出
现异常反应，大多数为过敏性皮疹。如
接种后出现较严重的症状，建议及时入
院就诊。

新冠疫苗接种后抗体能维持
多久？

目前，Ⅰ期、Ⅱ期临床受试者仍在继
续观察，从已经获得的数据看，至少可以
保持6个月以上，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要求。目前最早接种疫苗的人已经进行
了8个多月的监测，结果显示依然有效，
随着观察期的延长，研究数据的积累，超
过6个月甚至更长的保护期可能会不断
地得到印证。

病毒变异会对疫苗效果产生
影响吗？

专家认为，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之
一，它的增殖要依靠活的细胞。在增殖过
程中，病毒会发生变异，大多数变异不会
影响病毒的致病性、检测试剂敏感性和疫
苗的有效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
布的信息，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
情况看，尚无证据证明病毒变异会使现有
的新冠病毒疫苗失效。世界卫生组织全
球新冠病毒实验室网络包括一个专门的
SARS-CoV-2病毒变异演化工作组，正
在适时快速检测病毒新的突变并评估其
可能的影响，这也将为后续疫苗的研发及
应用提供预警和科学分析依据。

我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条不紊进
行，截至目前，疫苗接种已突破20万剂
次。为进一步筑牢防疫安全堤坝提供了
坚定支撑。接种疫苗是在“跟时间赛
跑”，速度越快、覆盖面越广，对坚决彻底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疫，起着至关重要
的决定性作用。

对此，区科协提醒：战“疫”仍在进行
中，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把疫苗接种
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大事来抓，加快实
现全民接种、全民免疫。与此同时，在没
有完成群体免疫之前，我们还是要主动
戴好口罩、保持物理距离。通过全民努
力，赢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主动接种疫苗主动接种疫苗 筑牢筑牢““防疫屏障防疫屏障””

萧山科协

疫情沉寂了几个月后，又

一次小范围爆发。3月31日，云

南瑞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在大

家都以为“疫情要结束”的时

候，它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

中。这为正在犹豫是否要打新

冠疫苗的人来说，是个响亮的

提醒。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

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做了题为

《新冠疫情未来趋势与防控策

略》的主旨报告，他表示：“新冠

疫苗是有效的，人类战胜新冠，

最终还是要靠疫苗。”

“你接种新冠疫苗了吗？”

“你对接种疫苗还有什么疑

虑？”在这里，萧山区科协为广

大读者进行一下新冠疫苗的科

普。

首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最新明确，5类人群不宜接种疫苗：
（1）对疫苗的活性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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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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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如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征、脱髓鞘疾病等）；
（4）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5）妊娠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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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5类人群不宜接种疫苗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金雪飞

本报讯 一张张对比照，展现了新
街街道在建设四路、北塘河路等道路
沿线大力度整治牛皮癣的成效。在新
街“‘迎亚运’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
貌大提升”大比武行动日报表中，整治
道路两边牛皮癣，是城管新街中队上
报的重要一项。

“我们加强日常巡查，做到牛皮癣
发现一处立即清除一处。”城管新街中
队队员说。尤其是北塘河路、建设四

路等重点道路周边，每天巡查四次，确
保及时清理牛皮癣和小广告。据统
计，街道每天清除各类牛皮癣近100
处。街道大力度整治路边牛皮癣，得
到周边居民的好评，许多居民还成为
监督员，积极参与整治牛皮癣行动。

“现在路边墙面、电线杆上看着清爽多
了，居住环境更美了。”住在郡望府的
居民表示。

新街开展牛皮癣专项整治行动从
细节入手，有效清洁了城市脸面，为城
市美丽嬗变和品质提升增添了新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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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沈镇 首席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日前，戴村镇联合浦阳江
流域管理中心、城管、保洁等力量在七
都溪、西山排涝河、仙女湖等主要水体
开展清障清脏专项行动。本次行动清
查3条河道总长约3公里，共清理销毁
地笼15只、游丝网2张。

清障清脏、打击非法捕捞是今年
我区治水工作的重点，主要是针对区、

镇、村三级河道和小微水体中仍存在
的渔网、地笼、竹桩、无证船只等脏乱
差现象开展清扫和整治。

戴村山水资源优厚、河网水系发
达，今年以来结合河道日常保洁和小
微水体治理，对七都溪、永兴河、西山
排涝河、张家河、杨家河等河道累计开
展清障清脏专项行动4次，收缴渔网
13张、地笼227个，营造了“水清、流
畅、岸绿、景美”的良好环境。

■记者 魏乐钇 通讯员 王啸虎

本报讯 近日，党湾镇组织辖区规
上企业负责人赴瓜沥镇、南阳街道相
关企业，考察学习智能制造，推进自身
发展。

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圣山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友成机工有限公司，仔
细查看企业在智能制造方面的运用，
学习了解智能制造的先进做法和成功
经验。每到一处，考察团从智能生产
车间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实地感受数
字化改造带来的成效。

企业家们表示，此次考察学习触

动很大、收获良多，学习了企业在信息
化系统上的应用以及在推进智能制造
转型中的实践策略，拓宽了视野，对于
下一步推进企业智能制造、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很有启发和帮助。

党湾作为制造重镇，近年来积极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改革，智能制造业
发展呈现出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产业
协同纵深发展、融合应用创新活跃、平
台体系逐步完善的良好局面。

接下来，党湾将坚定不移走数字
化、智能化之路，加大科技投入，逐步
实现管理信息化、设备自动化、系统数
字化，推动企业提档升级。

党湾规上企业学习考察智能制造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来静怡

本报讯 实现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只
是起步。“十四五”开局起步，如何走好新
时代乡村振兴之路？近日，益农镇率先行
动，启动以数字赋能为手段，共同富裕为
目标，民生福祉为愿景的“3F计划”，两村
组成“共智富”未来乡村联合体，先人一步
发布未来乡村建设“路线图”。

组建“共智富”未来乡村联合体

益农镇“共智富”未来乡村联合体由
群围村、三围村共同组建。两村位置相
邻、人缘相亲、产业相近，是久负盛名的美
丽乡村、产业强村。近两年，群围村以“智
慧小脑”为平台，探索形成了智慧化基层
治理新体系。2020年荣获“全国文明村”
称号，并通过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验收，
列入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名录。三围村
以种植大棚蔬菜为特色，闯出了乡村特色
产业发展新路子，曾荣获“全国一村一品
蔬菜示范村”称号，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两村组建联合体，是为了实现优势
互补、联动发展。”益农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共智富”未来乡村联合体将重点聚焦

“五化十场景”，着力推进“数字治理、产业
共富、生态宜居、文化风貌、幸福生活”五
位一体建设，努力成为彰显“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
建设示范区。

打造未来乡村十大应用新场景

何谓未来乡村？在群围村党总支书
记郑剑锋看来，至少是以满足村民美好生
活向往为根本目的的现代化美丽乡村，是
围绕农村生活链服务需求，以生态化、产
业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在风貌上保持
农村独特韵味，在功能上比肩城市，引领未
来乡村产业、治理、文化、服务等创新方向，
让人们感受升级版“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为实现美好愿景，益农镇“共智富”未
来乡村联合体将以党建为引领，迭代升级
群围村“智慧小脑”、清廉萧山“码上工程”
等治理平台，创新打造“数智党建”、“数字
农业”、智慧化村级卫生服务室等未来乡
村十大应用场景，不断提高乡村的科技
感、智慧感、未来感。

近段时间，已有相关项目设计团队对
“共智富”未来乡村联合体建设规划开展前
期调研，标志着益农镇在未来乡村建设上

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我们将以解决难点痛
点问题和群众需求为导向，计划到今年10
月，初步建成5-6个应用场景。”郑剑锋表
示，将来，“共智富”未来乡村联合体将是“智
慧互联、绿色高效、共建共享”的代名词。

蹚出乡村振兴幸福路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作为益农农业特色产业核心区块，近
年来，三围村、群围村以绿色化、现代化、
规模化为引领，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建
设。2020年，实现蔬菜交易24000吨，年
销售额达到6000多万元。今年，计划完成
粮食播种面积2000亩，实现总产量200万
斤。并充分利用慈善扶贫助残基地，发扬
先富带动后富精神，以产业扶贫的方式，
为残疾人家庭创收。

“未来乡村，未来可期，更意味着大有
作为。”三围村党总支书记许天罡表示，将
坚持绿色产业，实现优势再造，以标准化、
数字化赋能，打造数字农业示范地。借助

“互联网+”，实时掌握农产品市场“脉动”，实
现产销精准对接。
导入大田景观、采
摘体验等资源，串
联乡村旅游路线，
让农业成为美丽经
济、幸福产业。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王叶飞

“社区垃圾桶撤了，定时定点投放时
间能否再延长？”

“现在撤桶后，垃圾袋用量大，社区能
不能提供垃圾袋？”

“天然气管道施工要开挖路面，居民
出行问题必须考虑。”

……
近日，临浦镇山阴街社区“三元茶馆”

内，来自戴家桥公寓、旧里河公寓、里河公
寓三个小区的“山阴大爷”和其他居民们
围坐一起喝茶议事。此次议事内容围绕
如何搞好小区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如何推
进天然气安装入户两个议题进行。

半个多月前，这三个小区开始实行垃
圾定时定点投放，而眼下，天然气工程马
上要破土动工。社区便组织了这次喝茶

议事活动，围绕这两个议题，大家以桌为
单位，你一言我一语，谈问题，献计策，小
组长负责做好记录。

据社区党委书记孙娴介绍，民国“小上
海”时期，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饭架街街区有
着大小茶馆40余家。在这些茶馆中，属逸
园、乐园、鸿园三“园”茶馆名气最响。为了
展示“小上海”文化、激发基层自治活力，山
阴街社区便创新思路，将这处新设立的共
享空间以茶馆形式“出道”，取名“三元”。

山阴街社区是一个老龄化结构突出
的典型社区。1.88平方公里内，60岁以上
老年人有1280人，且大多数老人对临浦有
着深厚的感情，对社区发展方向、建设重
点有自己的愿望和想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山
阴街社区结合自身实际，以“百年山阴 初
心不老”为党建品牌，分层领治小巷，发挥

社区党员主体作用，以联巷社工为分支、
骨干党员为联结，使社区治理从无为到有
治，化无形为有形，打造一个“同心饭架
五星闪耀”的老街现代化治理工坊群落。
社区党建联盟之“三元茶馆”，作为“五星”
阵地之一，是“山阴大爷”们的主场，大爷
们聚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议事，为社区
发展建言献策，群策群力。

今年68岁的田佳奇是“山阴大爷”的
一员，他说：“在茶馆里喝茶聊天是老街人
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古镇临浦的一种
文化。有了‘三元茶馆’这个阵地，邻居们
聚在一起商量问题，共同推动社区治理，
这种形式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