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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新冠疫苗的适用对象？
A： 目前新冠疫苗适用对象是

18周岁及以上人群。自 2020年 10
月份起，本市即启动高风险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之后按照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工作部署，接种范围
逐步从高风险人群、高危人群扩大
至普通人和其他特殊人群，分阶段
有序、 有力推进本市新冠疫苗接
种。 目前，本市新冠疫苗接种已覆
盖在沪居住的外籍人士、港澳台同
胞等 18岁以上接种对象。

Q： 新冠疫苗接种是否安全有
效？

A： 本市目前使用的中国生物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北京科兴中
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生物武
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已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2 月 5 日和 2021 年 2
月 25日附条件获批上市；康希诺生
物股份公司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病毒
疫苗也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附条
件获批上市。 根据我国新冠疫苗开
展的临床试验， 以及我国依法依规
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已经开展
的上千万人次的疫苗紧急接种、目
前的大规模接种显示我国新冠疫苗
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上述疫苗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均经过验证。

Q： 接种新冠疫苗前后有哪些
注意事项？

A：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受种者
应注意并配合做好以下事项：接种
前，应提前了解新冠肺炎、新冠疫

苗相关知识及接种流程。 接种时，
需携带相关证件（如：身份证、护照
等），并做好个人防护，配合现场预
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如实提供本
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信息。 接
种后，需现场留观 30 分钟；保持接
种局部皮肤的清洁，避免用手搔抓
接种部位；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
个人既往已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
原，尽量不饮酒、不进食辛辣刺激
或海鲜类食物， 建议清淡饮食、多
喝水，适当休息。

Q： 接种新冠疫苗可能会有哪
些不良反应？

A:从前期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研
究结果和使用时收集到的信息，新
冠疫苗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与已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基本类
似。 主要为接种部位的红肿、硬结、
疼痛等，也有发热、乏力、恶心、头
疼、肌肉酸痛等。 一般无需特殊处
理，必要时可联系接种点，由后者
给予处置指导。

Q：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多久
可以产生抗体？

A:根据现有临床研究数据，接种
第二剂次新冠疫苗大约两周后，接种
人群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Q： 新冠疫苗保护效果可以维

持多久？
A： 新冠疫苗属于新研发并投

入使用的疫苗，需要大规模接种之
后的持续监测和相关研究，以积累
更多的科学证据，评估新冠疫苗的
保护持久性。 新冠灭活疫苗截至目
前已经获得 9 个多月的抗体检测
数据， 数据显示抗体仍有一定水
平，后续会持续加强监测以进一步
观察抗体的维持时间。

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保护时间至
少可以达到 6个月以上。此前，对采
用同种腺病毒载体技术的埃博拉疫
苗做了免疫持久性观察显示， 接种
两年之后仍具有足够的保护力。

免疫持久性仍在持续观察中。
Q: 疫苗对病毒变异或其他国

家毒株是否有效？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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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球
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情况看，目
前尚无证据证明病毒变异会使现
有的新冠疫苗失效。

Q：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核酸
检测会呈阳性吗？

A：不会。 核酸检测的是新冠病
毒抗原，新冠病毒疫苗中所含的病
原微生物已失去感染性和复制力，

故接种后不会导致患新冠肺炎。
Q： 新冠疫苗接种后还需做核

酸检测吗？ 接种凭证能否替代核酸
检测报告？

A： 接种疫苗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感染风险，但任何疫苗的保
护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 仍应配
合相关部门进行核酸检测。

Q：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后，是不
是还要继续戴口罩？

A：到目前为止，任何疫苗的保
护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 少数人
接种后仍可能不产生保护力或者
发病。 目前，人群免疫屏障尚未建
立。 因此，接种疫苗后仍需要做好
戴口罩、勤洗手、开窗通风、保持社
交距离等个人防护措施。

Q：不同厂家的新冠疫苗，可以
替代接种吗？

A：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
术指南（第一版）》，现阶段建议用
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如遇疫苗
无法继续供应、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
殊情况，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
接种时，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
企业的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我国已经
开展了大量使用不同厂家统一技术
路线的疫苗替代接种的研究，保护效
果和安全性都未受影响。国内外也正

在开展不同技术路线疫苗“混打”的
研究，以诱导更强和更持久的免疫反
应，还需要积累更多的数据来确定新
的免疫策略。

Q： 在外地接种过一针新冠疫
苗，到上海还能接种第二针吗？

A：可以凭外地的接种记录，按
照相应间隔（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建
议≥3 周， 第 2 剂在 8 周内尽快完
成）完成后续剂次的接种。

Q： 为什么一瓶疫苗可以给两
个人打？ 和一瓶打一个人的疫苗有
什么区别？

A： 这是单支两剂包装的新冠
疫苗。 即 1 支疫苗可以接种 2 个
人。每瓶规格为 1.0ml（两次人用剂
量），每人次使用剂量为 0.5ml。 该
剂量是有富余量的，每个人的用量
完全是足够的，不需要担心。

单支两剂包装的疫苗，与单支
单剂包装的疫苗，除了灌装剂量不
一样，原辅料、生产配方、包材、生
产场地和工艺参数上完全相同。 单
支两剂包装剂型的好处是可以在
同样的时间内运输更多的疫苗，节
省了包材、运输的运力，这样就可
以更好地为全国大规模接种，以及
中国疫苗供世界使用发挥作用，而
不影响个体接种效果。 其实，在我
们常规使用的疫苗中，还有很多都
是采用多人份包装（包括单支 5 剂
次、单支 10 剂次等），例如卡介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白喉 - 破伤风
联合疫苗（白破疫苗），以及脊髓
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等。

新冠疫苗接种热点问答

完成接种两周后可产生较好免疫效果

盐源苹果园里的“红将军”熟了

卖得更多
直连 1600万农户
一季度订单数同比增长超过 300%

从农产品上行 GMV 看， 拼多多连续五
年保持了三位数增速。

近日，拼多多农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益
于大量新用户下单和多多买菜业务的增长，
拼多多 2021 年第一季度的农产品订单同比
暴增超过 300%。

2015 年，陈磊说服团队专注于开发移动
架构，抓住智能手机普及和普惠消费机会。团
队开创的“农地云拼”模式，重塑农产品供应
链， 并推动产生了大量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爆款”。

“十年前， 我确信人类行为肯定会随着与
朋友和家人进行实时交互的能力而发生变
化”，陈磊说，“一切都变得更加需求导向、更加
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是通过交互来实现的。 ”

这种交互型购物给农产品上行带来的改
变，超乎众人想象。 消费端对需求的聚集，成
规模地将确定订单对接上 “最初一公里”的
一个个分散果园和农田。

在直连全国超过 1600 万农户的基础
上， 对中国上千个特色产业带发挥了巨大推
动作用。

运得更快
崭新思路创造第一个农业物流体系

千家万户种，千军万马卖，十几亿消费者

分散购买。 “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之间，对中国的农产品物流提出了极高要求。

这推动拼多多董事长陈磊将目光投向了
下一轮创新领域：农产品物流。

“物流的未来不应该被历史所束缚”，
陈磊认为，未来十年的物流，更多地取决于
点对点交付， 而不是过去十年的中心辐射
模式。

有着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陈磊， 对带
领团队用全新的技术架构创建这个专业的农
产品物流体系非常感兴趣。 “从个人角度来

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将花很多时
间研究它。 ”

陈磊说，区别于努力追赶，拼多多正以全
新视野和不限于投资传统设备的方式， 建立
一个灵活而领先的农产品物流新体系。

这将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改善中国农产
品产销价值链：一是减少损耗，把更多利润留
给农民和消费者；二是更新鲜安全，让消费者
吃得更健康放心； 三是降低运输新鲜农产品
时的燃料等各种消耗， 减少对环境不必要的
伤害。

陈磊在电话会上表示， 拼多多已经在针
对算法设计、 数据分析及冷链物流等方面进
行开发和优化。

吃得更好
探索更健康的人类“未来食品”

除了打造全球最大的农业零售平台，拼
多多还在抓住中国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
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对农业食品系统进行改
造，探索更健康的人类未来食品。

近几年，随着蛋白质来源、成分优化和制
造方法等方面进步， 食品技术得到了飞速发
展。在 2020年联合新加坡科研人员开发一种
低成本便携式农残检测方法的基础上，目前，
拼多多正与研究人员合作， 比较研究在不同
时间段内用植物基蛋白替代传统动物蛋白对
营养和健康的影响。 据悉，这是针对新型植物
基肉的创新研究。

陈磊称， 研究结果将帮助制造商改进产
品， 并推动消费者进一步了解植物基蛋白的
益处。

据悉，前不久拼多多刚刚联合主办“第一
届中国农业机器人创新大赛”，今年还将组织
第二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继续推动农业
技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的潜力。

“我们最大的农业梦想，是希望消费者能
吃得更好、更健康，同时能帮助农民变得更为
富裕，有奔头”，陈磊说，“拼多多希望做正确
的事情，为世界带来有意义的变化”。

（王 夕）

科技赋“农”，拼多多重投入农产品基础设施型平台
在拼多多董事长兼 CEO 陈磊为数不多的公开讲话中，每回都会触及到农业这一主题。 5 月 26 日的 2021 年 Q1 财报电话会，也不例外。
5 月 26 日，拼多多发布 2021 年第一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拼多多年度活跃买家数达到 8.238 亿。 陈磊在随后的

财报电话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消费者拥有更健康，更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饮食习惯，同时也希望助力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进一步改善”。

� � � �晨报讯 上海目前接种的有哪几种新冠疫苗？ 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分别需要打几针？ 新冠疫苗
保护效果可以维持多久？ 疫苗对病毒变异或其他国家毒株是否有效？ ……日前，市卫健委最新公布新冠疫
苗接种热点问答，帮您解疑释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