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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

安徽辽宁病例
病毒基因序列相同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彭韵佳 沐
铁城）针对近日安徽、辽宁出现的聚集性疫情，中
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20日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介绍，安徽和辽宁的
病例病毒基因序列完全相同，是同一个传播链。

“目前溯源工作正在调查当中。”吴尊友说，我
国近期没有本土传播病例，也就是说，本轮聚集性
疫情的病毒来自境外感染的人或者是污染的物品，
结合双抗体检查与两地两轮核酸筛查结果来看，这
起疫情规模不会太大，并不会出现年初时的规模。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介绍，本轮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21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派出工作组、专
家组在安徽、辽宁指导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

“一年多来，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全
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发生本土疫情，部分地方和
群众出现麻痹思想。”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
良有说，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工
作呈现长期、复杂、不确定的特点。

他表示，国内疫情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要
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正确认识疫情防控的形势，
要继续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积
极配合和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守护来之
不易的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性成果。

现有疫苗能应对印度变异株吗？“混打”影响保护效果吗？装量不同影响接种用量吗？

有关部门与权威专家最新回应来了
“近期，各地群众踊跃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国家卫

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20日在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5月19日，全国累
计报告接种近4.5亿剂次，其中最近8天共接种超过1
亿剂次。

现有疫苗能否应对印度变异株？疫苗“混打”是否
影响保护效果？疫苗装量不同是否影响接种用量？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
门与权威专家回应。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
组成员邵一鸣介绍，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有疫苗可以
应对印度变异株，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病毒在不断变异过程中，变异还会加大，一旦出现现
有疫苗应对不了的变异株，我国灭活疫苗有快捷的方法可
以应对。”邵一鸣介绍，只要在投料端加入新变异株的病毒，
利用原有生产工艺，产品端出来的就是针对变异病毒的新
疫苗。

他表示，一旦出现了现有疫苗不能应对的变异毒株，就
会有新的疫苗投入使用。

“目前，印度变异毒株有3000多种。”中国疾控中心流
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变异毒株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可
怕，更重要的是看变异性质，微小变异不需要给予关注。

近期，有公众反映在接种2剂次新冠疫苗的时候，发现
分属不同厂家，这样的“混打”会不会影响接种效率？

“我们之前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试验，使用同一个技术
路线的不同厂家的疫苗，效果是完全一样，既不会影响保护
效果，也不会影响疫苗安全性。”邵一鸣说。

原则上，建议用同一个企业的同一种技术路线的产品，
来完成它的2剂次或3剂次程序的接种。

“在没有同一个企业、同一种技术路线的产品来供应
时，建议用同一种技术路线的产品来替代。”中国疾控中心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也就是说，灭活疫苗只能替
代灭活疫苗，蛋白亚单位疫苗只能替代蛋白亚单位疫苗。

他表示，在没有充分论证和研究证据的情况下，不同技
术路线的产品不能“混打”。不能说先打了灭活疫苗，后面
再用腺病毒疫苗，或者蛋白亚单位疫苗来替代。

邵一鸣说，我国厂家生产的疫苗，在原辅料、生产配方、包材、
生产场地和工艺参数上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装量规格。

“可能有些公众会担心两个人用一瓶，每个人接种量就不够
了。”邵一鸣回应，不同规格的疫苗装量都是有富余量的，完全足

够使用，公众不需要担心。
邵一鸣介绍，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情况下，多剂次装量的

疫苗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运输更多的疫苗，节省包材、运输的
运力。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目前接种速度加快，
国家卫健委多次对各地提出要求，要始终把接种安全和规范操作
放在首要位置。

——精准预约安排接种人数和接种时间，统筹做好接种点、
医务人员、信息化、冷链运输、医疗救治、注射器等物资保障。

——加强疫苗接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在
疫苗周转调度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准确掌握接种进度和流转库存
状况。

——合理调配医务人员积极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组
织做好人员培训，确保每名接种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接种技术等。

“疫苗是生物学手段，戴口罩是公共卫生手段。”吴尊友说，这
两个手段是互相包容而不是排斥的。

他介绍，在还没有实现群体免疫的情况下，无论是否打疫苗，
都要坚持戴口罩。

“从防控角度来说，只要境外疫情没有得到控制，国内任何地方

发生疫情都是有可能的。”吴尊友说，常态化防控的措施一定要落实
到位，出门要备口罩，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要戴口罩。

米锋提示，近期的疫情再次提醒我们，防控之弦必须时刻紧
绷，防控措施必须落实落细，要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沐铁城 彭韵佳）

5月20日，在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东院
区，康复出院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杨某某（左三），
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走出隔离病区通道口，成为
安徽此轮疫情的首位出院患者。与此同时，无症
状感染者贾某某（左二）也解除医学隔离观察出
院。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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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医护人员为市民接种一剂次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5 月 20 日，在北
京市海淀区新冠疫苗临
时接种点，医护人员展
示一剂次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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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鼎·瓏璟示范区开放
暨国潮文化节启幕，近千人盛装打
卡国潮文化节。

海南中鼎集团CEO、文昌新地
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信龙表
示，文昌拥有悠久的历史，中鼎集团
在这里打造富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精
品住宅。

中鼎·瓏璟拥有新中式园林的
精致和素雅。新中式景观园林展
现了古典文化的魅力，园体建筑像
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人在园
中犹如在品诗赏画。

中鼎·瓏璟匠心打造建筑面
积约 102—253 平方米低密度板
式住宅，让人们在此畅享生活的
美好。这里建筑面积约 10万平
方米的新中式住宅,以1.2的低容
积率,让居者尽享生活美好；人

均绿化面积高达 25 平方米,让
人们能够畅享更多绿意花香。
该项目配备 TOP10 龙湖物业服
务与LifeSmart 现代智能家居，
为居者提供尊贵的生活服务体
验。

中鼎·瓏璟拥有四通八达的交
通条件。从设计到建筑，中鼎集团
不负城市期待，以更高水准打造充
满诗意的新中式建筑，让人们尽情
感受东方情调魅力。

（广文） 天花板安装有技巧

天花板装修得好，可以营造出很好的居室
环境氛围。在层高较低的情况下，天花板不适
合采用较为复杂的装饰设计，否则会显得很累
赘。

天花板设计不适合用太深的颜色。如果天花
板的颜色比地板还深，会给人一种上重下轻的感
觉。

设计天花板时，一定要注意灯光的设计效果。
对于缺乏自然光源的房屋，需要在天花板的四周安
装日光灯来弥补光线不足。

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天花板设计包括以下类
型：

无吊顶装修
主要特点是在顶面做简单的平面造型，再搭配

角线和灯饰，这样简单的天花板设计给人一种自然
轻松的感受。

平面天花板
平面天花板即平顶天花板，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天花板装修设计造型，主要是将天花板全包封平，
封板高度一般在5—6厘米，这是比较简洁的天花板
装修方式，比较适合低矮型房屋。

流明天花板
将灯具内嵌在天花板内，用透光材质（白膜玻

璃、雾面玻璃）封起，营造明亮的灯光效果，比较适
合厨房、卫浴空间。

特殊造型天花板
主要是不规则或圆弧形天花板，通过设计一盏

主灯光源即可展现空间的设计感。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三亚位于北纬18°，拥有绵长的
海岸线。这里四季气候温暖湿润，
四季皆可享受日光的滋养和海风拂
面。蓝天、白云、浪花朵朵，每一帧
都是光与影的唯美瞬间，令人流连
忘返，沉醉其间。

在三亚恒大美丽之冠周边的临
春岭森林公园、名花公园、红树林公
园等七大生态公园，是人们休闲的
好去处。绿荫繁花，清风拂面，人们
在阳光与花香之间呼吸新鲜空气，
身心与自然和谐交融，美好时光在
此停驻。

除了美景环绕，三亚的美食也
不少。随处可见的清补凉、港门粉
等美食，都充分体现了本地饮食特
色。位于恒大美丽之冠内的海洋餐
厅、马赛克餐厅以及全日制餐厅，这
三大主题餐厅可以满足许多人的用

餐需求，餐厅别具一格的环境能为
你营造愉悦的用餐氛围。

恒大美丽之冠打造一室一厅一
卫、单间等多元小户型，内部装修采
用众多知名品牌，精致又不失优
雅。雅致的空间配上通透的落地
窗，让室内充分沐浴到温暖阳光。

恒大美丽之冠位于三亚凤凰路
与新风街交汇处，多维立体路网贯

穿南北，可快速通达全城。在恒大
美丽之冠，室外星光天际泳池、禅意
庭院等八大风情园林，在繁花绿荫
和水系重叠造景间，让您尽情感受
园内绽放的自然风情，目之所及皆
是美好。

安家恒大美丽之冠，“诗和远
方”就在这里。 （广文）

文笔峰位于海南定安县的中部，
山色秀美，为定安八大名景之一。文
笔峰山上植被茂盛，山顶常有云雾缭
绕。站在峰下，远眺峰顶，看千云竞
秀。

距离文笔峰仅约2.5公里的海
南恒大御湖庄园，拥有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是向往山居生活的现代
人择居佳选。仅需一小时左右，人
们就能从文笔峰尽兴游玩后，返回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每日登山呼吸
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滋养了人们的
心灵。

定安自古读书风气浓郁。自元
代至清末，全县科举中进士12人，中
举人93人，特别是清朝嘉庆年间出
现了海南在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张
岳崧。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拥有约
5300㎡的健身康养中心，打造全

龄段康养乐活社区。在健身大
厅，多功能健身器械随时可以使
用。借助跑步机、力量器械，可以
让你感受运动的激情；乒乓球、桌
球等运动的国际专业级装备，可
以让你以球会友，共享运动的快
乐。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为热爱健
身的女士设置了一间瑜伽室。在这

里，你能够在舒缓的韵律中进行瑜
伽锻炼。休闲棋牌室，能让你在茶
余饭后的闲暇时光中，与亲友共度
欢乐生活。

居住于海南恒大御湖庄园，感
受青山巍峨，体会绿水温润，触摸园
林诗意，于一呼一吸中畅享生活美
好。

（广文）

中鼎·瓏璟示范区开放恒大美丽之冠：

“诗和远方”就在这里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

诗情画意 与你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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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万达商管集团海
南东方万达广场举办主题为“万
商汇聚 达耀东方”的招商答谢
会。

将于今年9月30日开业的海
南东方万达广场，是以现代服务
业为主、免税品经营为特色的大
型国际商业综合体，定位为海南
西部重要的国际贸易展示与交易
中心。该广场开业后，将给消费
者带来更丰富的消费文化与更愉
悦的购物体验，为资本流通、人才
聚集与数据交互提供更广阔的平
台。

本次招商大会聚集了近300
家优质品牌商户和媒体人士。会
上，万达商管集团总裁助理兼南
区公司副总裁、招商中心总经理
黄志军，万达商管集团广州城市
公司总经理李磊向与会嘉宾展示
了万达商业的品牌实力。在招商
大会现场，各品牌商户积极洽谈

签约，现场签约了万达影城、大玩
家、海旅免税旗下跨境电商——
美好生活、盛盛百家汇、海底捞、
爱婴岛、W PARTY KTV、星巴
克、肯德基、太二、水云间、以纯、
麦当劳、周大福、小米等多个品
牌。

万达集团1988年成立，历经
33年的发展和积淀。截至2020年
底，万达广场已覆盖全国200多座
城市。

（广文）

东方万达广场举办招商答谢会

万商汇聚 达耀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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