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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冠肺炎疫苗
序贯加强免疫开打

今起二七区23个门诊可接种
本报讯（记者 王红）2月 20日，记者从疾控部门获悉，根

据国家方案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疫苗组的要求，河南将在新
冠肺炎疫苗同源加强的基础上，开展序贯加强免疫，确保目
标接种对象“应接尽接”，建立全省群体免疫屏障。

什么是序贯加强免疫？据疾控专家介绍，通俗讲，序贯加
强免疫就是异源加强免疫，是指在加强免疫时选择和之前不
同的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比如，之前接种的是灭活疫苗，而
如果选择是非灭活工艺的新冠疫苗，那么就称为序贯加强免
疫。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苗的生产路线共有三种：灭活疫
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序贯加强免疫，并不
是意味着要再打第4针，这只是新冠肺炎加强针多了一种选
择。”郑州市二七区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王衡说，对于已
经接种过加强针的群众来说，无须再接种。对于需要打加强
针的部分群众来说，既可以选择同源加强，也可以选择序贯
加强免疫。周一起，二七区 23个接种门诊就可以开打新冠
肺炎疫苗序贯加强免疫了。

此前，我国新冠肺炎疫苗加强接种一直实施同源加强免
疫的接种策略，现在又可以选择异源接种的序贯免疫加强，这
是为什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
家组成员邵一鸣表示，按照以往的传染病防控经验，对于狡猾
的善于变异的病毒，可以实施不同的疫苗“联合作战”。

“序贯免疫有两个优点。”邵一鸣解释，“一是不同疫苗之
间可以优势互补，二是对于部分人群可以减少副反应，对某
一种疫苗可能有的人副反应重一些，可以通过疫苗变换，减
少副反应的发生”。

哪些人可以选择序贯免疫？疾控专家表示，这次序贯免
疫的对象有3个条件：一是18岁以上的人群。二是按程序完
成2剂次的灭活疫苗接种，疫苗是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
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这三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中的其
中之一。三是没有进行过加强免疫，也就是第3针没有打。

据悉，目前我省已有焦作市率先启动了序贯加强免疫。
河南此次序贯加强免疫可选择的疫苗为安徽智飞龙科马有
限公司的重组蛋白疫苗或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载体疫
苗，实行 1剂次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同时，也可选择同源加
强免疫接种。

1月郑州CPI同比上涨0.6%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日前发布信

息，2022年 1月份，郑州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低于国
家0.3个百分点。

与去年同月相比，1月我市食品价格下降3.0%，非食品价格
上涨 1.4%，消费品价格上涨 0.1%，工业品价格上涨 1.7%，服务
价格上涨 1.3%。分类别看，食品烟酒类下降 1.7%，衣着类上涨
1.7%，居住类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类持平，交通和通信类
上涨 3.5%，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5.1%，医疗保健类下降
0.2%，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下降1.5%。

与上月相比，1月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4%。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6%，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上涨
0.8%，工业品价格上涨0.1%，服务价格下降0.2%。分类别看，食
品烟酒类上涨1.7%，衣着类下降0.1%，居住类下降0.3%，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下降0.5%，交通和通信类上涨0.7%，教育文化和娱乐
类下降0.1%，医疗保健类持平，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0.1%。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翟宝宽 文/图）2
月 19日、20日是河南省 226家A级景区实行免
门票活动的第一个周末，各大景区预约火爆，游
客出游热情高涨。颇受关注的银基冰雪世界迎
来客流高峰，当双休日在园游客量达到限流后，
该园区在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出一个进一个”原
则下，累计接待游客2.3万人次。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人们的冰雪文化热情。
银基冰雪世界作为亚洲首个集冰场、娱雪、游
乐、科教于一体的综合性冰雪主题室内乐园，深
受广大冰雪爱好者喜爱。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此次免票活动将持续
到 3 月底，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
游。最新入园政策是，游客通过微信或支付宝
搜索“河南文旅通”小程序进行预约，到达景区
出示预约凭证即可入园。

本报讯（记者 李娜）2022年，河南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现代服务业、现代综合交通、绿色低碳高效能源、新型城镇化、乡
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九大重点领域，集
中力量推进8000个左右重大项目实施，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万
亿元以上，为实现年度投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2月 19日，记者
从河南省政府获悉，我省印发了《河南省 2022年补短板“982”
工程实施方案》，对此工作进行部署。

其中，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域，我省将实施中铁智能化高
端装备产业园、郑州比亚迪新能源产业园、洛轴高端轴承产业
园、格力电器冰洗生产基地等 2970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6960亿元左右。

现代服务业领域，实施卢森堡中心、焦作云台山休闲度假服
务区、省农产品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芝麻街 1958双创园区等
1080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3010亿元左右。

现代综合交通领域，实施高速公路“13445”工程、郑州枢纽
小李庄站、济郑高铁濮郑段、郑许市域铁路郑州段、S2线贾鲁河
至登封段等180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1300亿元左右。

绿色低碳高效能源领域，实施万基控股集团 2×60万千瓦
发电机组、嵩县抽水蓄能、西气东输三线中段中卫—枣阳段、叶
县盐穴储气库、河南能信热电公司热电联产异地升级改造等
190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440亿元左右。

新型城镇化领域，实施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郑州市
“一环十横十纵”示范街道整治提质、郑州热力公司“十四五”老
旧供热管网改造、棚户区改造和安置房建设等 1430个左右项
目，全年完成投资4630亿元左右。

乡村振兴领域，实施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能力
建设等760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1270亿元左右。

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中北宏
远集团平顶山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金水智能汽车5G-V2X车
路协同安全测试认证基地等 110 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230亿元左右。

生态环保领域，实施郑州市金水河综合整治、开封黄河生态
廊道等140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240亿元左右。

社会事业领域，实施河南中医药大学新校区、殷墟遗址博物
馆、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等 1370个左右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2110亿元左右。

此外，《方案》还提出，我省要落实放权赋能直通车制度，进
一步推进投资审批“三个一”改革，将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全流
程政府审批时间压减至80个工作日以内，实行承诺制的一般性
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全流程政府审批时间压减至 40个
工作日以内，推广“容缺办理”“区域评估”“联合审验”等创新举
措，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对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区分修缮修复、
原址重建、异地重建等不同情形，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简化灾后重建项目审批流程。

本周天气晴好
预计周内最高气温17℃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我市以
晴好天气为主，周二受冷空气影响，气温略有下降，周三到周日
气温逐步上升，最高气温在10℃以上，预计周内最高气温17℃，
最低气温-3℃。

本周七天我市天气预报情况为：2月21日晴天到多云，-3℃～
9℃；22日多云间晴天，-3℃～7℃；23日晴天间多云，-3℃～
10℃；24日晴天间多云，0℃～13℃；25日晴天间多云，1℃～15℃；
26日晴天间多云，2℃～17℃；27日晴天到多云，3℃～16℃。

郑州冰雪全民健身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凯）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尾声，然而群

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仍持续高涨。2月 19日，郑州市“弘扬
冬奥精神，共赴冰雪之约”全民健身活动启动仪式在巩义市夹津
口镇嵩顶滑雪场举行，随着活动的正式启动，郑州市冰雪全民健
身“共赴冰雪之约”，持续燃动“后冬奥时代”的冰雪激情。

本次活动由郑州市体育局、巩义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南华德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在郑州市的
发展，带动冬季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同时也是落实全省2025
年“直接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超过300万，带动1800万人参与冰雪
运动”目标的有益实践。随着“后冬奥时代”的到来，郑州市各级体
育部门还将持续组织多种形式的赛事和活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2月
18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第一阶段
主题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记者随采访团
先后来到三全食品有限公司、郑煤机集团与
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采访。

采访团首站来到三全食品有限公司，
三全食品市场占有率连续十多年位居行业
第一。投资约 24亿元的郑州航空港三全
食品新基地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三全
食品在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生产经营平稳发展。去年 8月电力供
应紧张，给企业带来较大生产压力，在省发
改委协调下，仅用2天，三全食品19家关键
供应链企业就得到了电力保障。 去年疫
情防控期间，公司生产运营和物流运输有

较大压力，在省商务厅的大力协调安排下，
发放了一定数量的运输通行证，保证了三
全食品的生产潜能和市场配送能力。惠济
区“万人助万企”工作组第一时间了解企业
生产受疫情的影响，帮助其争取充足的运
输通行证，确保企业尽快扩大生产，降低疫
情对经济和生活的影响。

采访团第二站来到郑煤机集团。郑煤
机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采液压支架研
发制造企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汽车零部
件制造企业。

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经开
区做好建章立制、走访摸排、助企惠企等工
作，掀起服务企业的热潮，全区营商环境进
一步优化，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针对郑煤机集团遇到的困难，我省积

极帮助解决用电问题，保障生产经营顺畅
运行。协调解决出口货运问题，助力企业
国际化进程。河南省委办公厅协调有关单
位，在交通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提
供3个国际联运专列（150个火车车皮），快
速实现郑煤机 2亿元人民币煤机成套设备
出口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国际发运，保障
了准时给客户交付。

2月 18日下午，采访团来到位于新郑
市的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记
者了解到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高分子材料聚丙烯酰胺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世界领先的聚合物生产企
业之一。目前公司产品已涵盖石油三次开
采、页岩油气开采、污水处理、石油高端智
能装备等多元领域。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新郑市积
极践行“用脚步丈量工作法”，深入企业走访调
研，收集企业反映问题，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由于公司产品销售增长快，应收款周期
较长资金占用较大，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需要金融
机构给予贷款支持。在河南省、郑州市、新
郑市三级“万人助万企”工作组帮扶协调下，
促成银企见面沟通。目前郑州银行已给予
授信5000万元、浙商银行给予授信4000万
元、招商银行给予授信1000万元，浙商银行
和招商银行的贷款 5000 万元资金已经到
账，缓解了公司经营资金压力。

此外，公司项目——石油高端智能装备
制造项目需用地 40亩，总建筑面积 2170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3亿元人民币，达产后
实现营业收入6.8亿元人民币，税收约3000
万元，带动就业岗位 80个。新郑市市政府
了解到公司需求后，由相关职能部门组成了
项目服务专班，在3个月内完成了公司智能
制造项目用地招拍挂工作，并且完成了不动
产权证的办理，目前项目进入地勘、设计阶
段，预计3月份实现动工。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采访团
感受“万人助万企”激发的新活力

（上接一版）

铁路航空
“比翼双飞”绘就枢纽新蓝图

今年，对郑州“米”字形高铁发展来说，
尤为重要。2022年上半年，郑州“米”字形
高铁的最后一“撇”——济郑高铁濮阳至郑
州段将建成通车，“米”字成功落笔，这对于
完善全国路网结构、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助力河南
更加出彩意义重大。

郑州有“米”，百姓出行更便捷。目前，
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网已经开通
运营京广、郑徐、郑渝、郑阜、商合杭、郑太铁
路。待最后一“撇”济郑高铁濮郑段开通后，
郑州将成为全国首个“米”字形高铁城市，形
成辐射全省省辖市的1小时经济圈，高效连
接周边省会城市的2小时经济圈，通达全国
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圈。

如果说，火车跑得快，见证了郑州枢纽
城市发展的“速度”，那么，航空事业蓬勃发
展，则昭示着郑州交通枢纽地位正不断迈
向新“高度”。

第五航权的开放带来了货物中转量的提
高，郑州机场已吸引全球排名前10位货代企
业中的9家入驻。近年来，郑州航空货邮吞
吐量年均增长18.4%，机场货运运力、全货机
航线的数量、航班量等均居全国第五位。

重大项目建设是巩固郑州交通区位优
势的重中之重。目前，机场三期建设在加快
推进。去年年底，机场三期北货运区主体工
程完工，今年4月底前争取全面完成建设任
务和工程验收，上半年正式投用。届时，郑
州机场货机位将达到 25个，年货邮保障能
力增至110万吨。货运作业区域更大，设施

布局将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

公路建设
“外通内畅”构筑交通大格局

助力综合交通发展，公路建设再立新功。
去年郑州至洛阳高速、焦平高速荥阳

至新密段等6个高速的集中开工，为高速公
路发展版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聚焦郑州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
物流中心定位，我市交通部门深入实施高
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等路网优
化工程。

打造郑州都市圈高速公路环线。积极
加快安罗高速原阳至郑州段、郑州至洛阳高
速、焦平高速荥阳至新密段、焦平高速焦作
至荥阳段、焦平高速新密至襄城段、郑州至
辉县高速、郑州至许昌高速、沁阳至伊川高
速等 8个高速项目建设步伐。目前除郑州
至辉县高速外，其余 7条高速均已开工建
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将超过810公里，路网密度达到11公里/
百平方公里，居全国前列，实现“都市圈1小
时通达、市域范围内 15分钟上高速”的目
标，形成“两环多放射”高速公路路网格局。

其中，由“安罗、商登、焦平、沿黄”围合、
全长约290公里、围合面积约4800平方公里
的郑州第二绕城高速实现闭环运行，将有效缓
解城区段过境交通压力，减少城区环境影响，
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提
高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加快郑州

“1＋8”都市圈和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推动
交通枢纽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

由“国道 234、新国道 310、国道 107东
移、北四环”等围合而成的环城货运通道今

年全线贯通，与第二绕城高速组成“双环货
运通道”，实现“货车不进城”，城外分拨中转
后通过新能源配送车辆运送至配送网点，形
成高效绿色的郑州城市货运配送格局。

聚焦提升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互联
互通水平、扩大综合运输通道能力，打造郑
州与周边地市互联互通的交通路网，以交
通共网带动生态共治、产业共链、设施共
建、合作共享。2022年，力争 S541郑州市
南四环至G343连接线新建工程（南四环至
G310段）、G107东移（郑开交界至炎黄大
道段）新建工程等 2个项目开工，国道 310
线郑州西南段改建工程、连霍高速公路郑
州市迎宾路出入口新建工程、郑东新区鸿
苑路与连霍高速公路立交工程、郑东新区
明理路与连霍高速公路互通立交新建工程
等8个项目完工。

公共交通
“服务提升”让出行更便利
“家离郑州市区有十几公里远，离最近

的公交站台也有 4公里，之前门口没有公
交，出行很不便。有了社区巴士无缝接驳
后，出行顺畅多了。”家住经开区金地名悦
社区的赵先生很是感慨。去年年底，从金
地名悦社区发往华丰灯世界的郑州社区专
线正式开通后，可无缝接驳 985路公交车，
解决了周边居民出行难问题。

坐地铁到郑州机场，然后从郑州机场飞
往全国各地……乘地铁出行方便、快捷、时间
可控,已经成为很多人首选的交通方式。

郑州坚持人民交通为人民，持续提升服
务能力和服务品质，让群众对交通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目前，郑州地铁已聚齐“12345”，今年
6号线一期工程西段有望开通运营，千万郑
州市民安全、绿色、文明出行的脚步将更加

从容。按照规划，“十四五”末，郑州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达到 700公里左右，“轨道上的

都市”未来可期。

今年，我市继续深化“公交都市”建设

成果，加快公交场站建设，在 2021 年完成

14处场站搬迁、15处场站建设的基础上，

力争开工建设椰风路等5处公交场站，推进

八卦庙公交场站综合开发项目，缓解公交

场站停车能力不足、进场率低等问题。创

新“巡游车+互联网”模式，促进出租汽车新

老业态融合发展。

同时，开通郑州至巩义全域公交试点、

郑州至开封城际公交试点，逐步实现都市

圈公共交通服务一体化。鼓励农村客运与
邮政、商务、供销等功能整合，推广统仓共

配、统一配送的农村物流“货运班车”等模

式，提升农村物流效能，提升城乡交通运输

一体化发展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有力支撑。

打造绿色交通。2021年，我市按期完

成了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

汰任务，道路运输证和机动车登记注销完

成率均达100%。今年，我市持续推进新能

源巡游出租汽车更新工作，继续打好政策

组合拳，完成剩余 2000 余台车辆更新，实

现了市区巡游出租车纯电动化目标。

大交通、大协同、大发展……如今，努

力推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迈出更大步
伐、取得更大成效的目标已定、蓝图已绘，
这其中，综合交通枢纽正是流淌在这幅美
丽画卷里最灵动的风景！

交通建设“加速跑” 枢纽能级“再跃升”

河南今年将实施
补短板“982”工程

九大领域 8000个左右项目 投资2万亿元

2 月 20 日，
景区实行免门票
活动的第一个周
末，春风和煦，阳
光明媚，郑州园
博园内游客众
多，游客在观看
精彩的演出。

郑报全媒体
记者 马健 摄

景区免门票首周末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银基冰雪世界迎客流高峰 双休日接待游客2.3万 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王令晖）诚信是市场经济
的基石,也是各行各业的安身立命之本。今年来，惠济区花
园口镇在辖区企业、商店商户推行诚信经营承诺，坚持诚信
做人、诚信立市、文明经商，不断提高各商户的诚信经营理
念，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在中部两岸海鲜物流园，退役军人、19年党龄的党员商户
陈守生第一个签订诚信经营承诺。想方设法退回顾客多给的
钱、归还钱包等都是常态。从部队退役后，陈守生始终以一名
党员和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面对进店顾客，他保证，“我家的
冷鲜肉质优新鲜安全，绝不以次充好、缺斤少两。”不仅如此，
他还经常对市场内的其他商户说：“老实人不会吃亏，我们诚
信经营才能赢得长久顾客，生意才能越做越红火。”

在他的带动下，不卖过期、三无产品，捡到顾客遗失的物
品如数奉还……诚信经营在中部两岸海鲜物流园已蔚然成
风，受到辖区群众的一致称赞。

诚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