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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账号或将无法使用互联网平台服务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6 日电
为加强对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
信息的管理，
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 26
日公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注册账号
时，应当与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
台签订协议，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用户
账号使用者注册、使用的账号名称
信息，不 得 有 假 冒 、仿 冒 、捏 造 党

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
等组织机构的名称、标识；不得有
假冒、仿冒、捏造新闻媒体的名
称、标识，或擅自使用新闻、报道、
报刊等具有新闻属性的名称信息
等情形。
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用户

[

账号服务平台应当按照 “后台实
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互联网
用户账号使用者在注册账号时提供
真实身份信息。互联网用户账号使
用者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冒
用组织机构、他人真实身份信息进
行虚假注册的，互联网用户账号服

务平台不得为其提供服务。
此外，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
台向未成年人提供账号注册服务
的，应当取得其监护人同意，并对未
成年人进行基于居民身份证号码的
真实身份信息核验，对监护人的真
实身份信息进行核验。

关注疫情防控]

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是否面向全人群
加强免疫接种目前优先在感染高风险人群和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
完成国药中生北京公司等 4 家公司疫苗全程接种满 6 个月成年人可接种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6 日电
根据专家研究论证结
果和疫情防控需要 ， 近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启动
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接种工作 。 哪些人打新冠
病毒疫苗加强针 ？ 不同技
术路线疫苗能混打吗 ？ 打
加强针有哪些注意事项 ？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
专家对焦点问题进行回
应。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王华庆
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

加强免疫可提高抗体水平 ， 快速
让抗体水平反弹 。

已经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
程接种后为什么还要打加强针？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介绍，加强免疫可以提
高抗体水平，快速让抗体水平反
弹。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分
析，现在疫苗接种后预防感染，尤
其是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比较
好。”王华庆表示，完成全程免疫
接种后的感染风险和未接种疫苗
感染风险相比大大降低。
但是，研究显示，随着接种疫
苗时间的推移，受种者的中和抗
体水平在下降，保护效果在减弱。
王华庆表示，这种情况下增加疫
苗接种针次，是提高免疫水平、增
加保护性的一项措施。

？后续是否扩大范围
专家表示 目前是重点人群
会根据疫情
哪些人打加强针
：

，

，

防控需要和相关研究结果做出综
合研判 。

加强针接种是否面向全人
群？专家表示，
目前开展的是重点
人群加强免疫，后续是否扩大范
围，会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相关
研究结果做出综合研判。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
长吴良有介绍，完成国药中生北
京公司、北京科兴公司、国药中生
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和天津康希

10 月 25 日，北京市疫情防控人员在有序接收和分配快递员送来的居民生活物资。
诺公司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全程接
种满 6 个月的 18 岁及以上人群，
可进行一剂次加强免疫。
他表示，加强免疫接种目前
优先在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
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
中开展。同时，各地要统筹考虑
口岸、边境、重大活动等疫情防控
需要和 60 岁及以上等感染后导
致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等因
素 ，扩大加强 免 疫 接 种 人 群 范
围。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
要的人群，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
服务。

？路 线专家建议
应选择相同技术
的疫苗产品进行加强免
疫苗能混打吗
：

疫。

加强针和之前接种的剂次可
以使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吗？
专家建议，应选择相同技术路线
的疫苗产品进行加强免疫。
王华庆介绍，对于不同技术
路线，即异源疫苗接种的问题，有
关专家后续会根据相关企业研究
结果进行论证。
“我国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
接种策略是同源疫苗接种，即使
用灭活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

是用灭活疫苗加强，使用腺病毒
载体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
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王华
庆说。

？分钟注意事项
接种后现场留观
要避免剧烈运动 保持平

/ 新华社

健康码 + 行程码 + 出入证 + 疫苗接种记录

兰州各类居民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新华社兰州 10 月 26 日电
控制居民进出。所有业主进入小

打加强针要注意什么
：

30

，

稳生活状态 ，等等 。

，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安
全性如何？有哪些注意事项？
王华庆介绍，根据研究结果
看，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发生的
不良反应水平没有超出既往针次
出现不良反应的水平。
关于注意事项，王华庆提示，
之前选择灭活疫苗或者腺病毒载
体疫苗出现急性过敏性反应的，
后面作为禁忌不能接种。接种疫
苗后要现场留观 30 分钟，以评估
接种后可能出现的风险。此外，接
种疫苗后要避免剧烈运动，保持
平稳生活状态。
“接种疫苗会出现一些不良
反应，第三剂次接种可能会出现
发热、头痛、疲劳。”王华庆表示，
这些都属于一般反应，不需要专
门的治疗，但是假如症状一直在
持续，且症状比较严重，要及时就
医。

记者 26 日从甘肃省兰州市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了解到，兰州市将加强全市居民
小区疫情防控管理，对各类居民
小区均实行封闭式管理，实施出
入证管理制度。
《关于加强兰州市居民小区
疫情防控管理的通告》 要求，兰
州市各小区只保留一处出入口，
除购买生活物资、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紧急就医等情况外，严格

区时需测量体温，查验 “健康
码＋ 行程码＋ 出入证＋ 新冠疫
苗接种记录”。小区发现健康码、
行程码为黄码或红码的人员，立
即报告所属社区。快递、外卖一
律不得进入小区，社区要设定快
递、外卖配送区域，实行无接触
式领取。
10 月 18 日至 25 日 24 时，
甘肃共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1
例。目前，
兰州市正在开展第三轮
大规模核酸检测。

额济纳旗委书记因防疫不力被免职
现有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8 例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26 日电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
悉，为压紧压实疫情防控属地
责任，加大一线防控工作力度，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由阿
拉善盟委书记代钦兼任额济纳
旗委书记。陈占云同志因疫情

防控工作中履职尽责和落实不
力，被免去额济纳旗委书记职
务。
截至 26 日 8 时，额济纳旗
现有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8
例。为严防疫情扩散风险，额济
纳旗自 25 日零时起，对广大居
民和游客实行足不出户（店）的
居家抗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