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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粤

卫信）

昨日，记者从广东省卫健委获悉，

广东结合疫苗总体供应不足的现状，提

出了“区分梯次、板块轮动”的接种策

略，将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5市

确定为疫苗重点接种城市，优先推进辖

区全人群接种，其他地区依次推进接种

工作。

据悉， 广东境外防输入任务艰巨，

需尽快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广州、深圳、

佛山、东莞、珠海5市，主要是珠三角地

区的重点口岸和省会城市， 毗邻港澳，

涉外活动多，防输入任务十分艰巨。

作为全国第一梯次省份，广东全面

推进实施大规模人群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工作，人群接种意愿高涨，接种需求

大增。 在新形势下，广东结合疫苗总体

供应不足的现状，提出了“区分梯次、板

块轮动”的接种策略，将广州、深圳、佛

山、东莞、珠海5市确定为疫苗重点接种

城市，优先推进辖区全人群接种。

疫苗供应：实行分区保障

近期，广东将国家对全省疫苗供应

量的绝大多数按接种权重分配给这5个

重点城市，其余地区以保障高风险人群

补种和接种第二剂次

（间隔

28~56

天）

的

人群为主。 随着国家对本省疫苗供应的

增加，将逐步在其他地区扩大供应量。

疫苗接种：实行分区轮动

全省以轮动的方式， 优先要求广

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5地市加快接

种，其他地区依次推进接种工作。 各地

市有序安排各区域错开时间进行接种，

既保证重点服务区域疫苗供应不减量，

又保持整体接种进度不下降，节省疫苗

配送人力物力，提升疫苗周转效率。

在重点城市公共场所设置大型

临时接种点

对于不同地区，广东要求科学调配

辖区内各级医疗资源，差异提升接种能

力。

其中， 对于这5个重点城市地区及

流动人口众多的地区，主要采取灵活动

态在交通便利、 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

如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公共场所设置大

型临时接种点，保障疫苗供应，集中接

种，快速提升单日接种量。 对于其他人

口较少的地区， 则多渠道开放预约途

径，主要依靠固定接种点，方便重点人

群接种。

通过“区分梯次、板块轮动”策略实

施，广东省快速精准推进了大规模人群

接种实施工作， 做到全省接种点疫苗

“隔日清、隔日结”。

广东日接种能力达150万剂次以上

截至4月5日，广东全省现有接种点

3014家，现有接种单元11927个。 其中，

固定接种点2334家，接种单元数量6315

个；大型公共场所、场馆，集体单位及巡

回点等临时接种点680家， 接种单元数

量5612个。

目前， 广东日接种能力达到150万

剂次以上。 截至4月5日24时，全省累计

接种1121.61万剂次，901.48万人。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

昨日，

2021广州国际电子及电器博览会暨华

南电子产品电商选品展新闻发布会在

广州市新闻中心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

悉，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广州市

贸促会、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中国国际商会、广东省贸促会、市商

务局、市工信局支持的广州国际电子电

器博览会将于4月12日至4月15日在广

州保利世贸博览馆隆重举行。

目前，广州国际电子电器博览会的

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展会面积约4万平

方米， 超过800家电子及家电企业报名

参展。 展品范围包括消费类电子、移动

电子及配件、智能穿戴、电竞游戏、家用

电子等。截至目前，已有创维电视、视源

电子、 飞歌音响等知名上市公司参展。

湖南、四川、浙江、江西、惠州等电子产

业强省、市也专门组团参展。 大批采购

商、零售商、渠道商、跨境电商、专业电

商、直播网红等多形态、全渠道买家已

预约参观，专业观众预计达3万名。

粤港澳大湾区是电子电器全球制

造的重要基地， 产品覆盖全产业链。 同

时，湾区是全球采购中心，更是优质跨境

电商卖家采购商集中地。

据统计，目前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

模已超万亿元，跨境电商已成中国“稳

外贸” 新动力及新增长点。 特别是

RCEP的达成， 区域内拥有全球69万+

电子行业优质买家社群，将把跨境电商

推上新的发展阶段，为企业带来重要的

发展机遇。 本届博览会利用线上线下，

全方位、多角度搭建起对标国际先进水

平的电子电器一站式全品类的展示平

台。

本届博览会将举办“新发展格局下

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趋势” 高端论坛、3C

数码产业高峰论坛、家电行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跨境电商主题峰会、跨境电商

选品大会、 一对一买家对接会及新品发布

会等数十场同期活动。主办方将邀请来

自中国电子商会及广东省家用电器协

会等多位行业领导和专家从不同的角

度、层面和与会者及观众分享电子电器

行业相关趋势解读及市场分析等内容。

本届博览会积极发展新型消费，整

合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

业态和新模式，积极打造“智能消费电

子网购节”等消费升级活动，推广智能

化电子消费内容与场景，推动线上和线

下融合发展。

主办方将携手亚马逊、阿里巴巴速

卖通 、DHL谷歌 、ebay、Wish、Shopline、

敦煌网等多家知名电商平台，将在博览

会上分享相关电子电器产品在各国际

市场情况、数据报告及选品技巧，现场

解答企业对跨境业务的有关问题。

此外， 本届博览会也将首次采用

“科技+融媒体”模式，让企业即使无法

亲临现场，也能感觉身临其境。同时，主

办方拟在博览会现场开设多个直播间，

让参展企业参与现场直播， 推广品牌，

促进消费。为助力企业扩大在东盟10国

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家的市场份额，本次展会邀请了多个国

家的驻穗机构、 商协会以及采购商参

加，将组织RCEP贸易投资洽谈会等活

动，推动RCEP利好惠及电子电器企业，

加速品牌出海。

广东确定新冠疫苗重点接种城市

广州等5市优先推进全人群接种

广州国际电子及电器博览会下周开幕

将举办数十场活动，专业观众预计达3万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来穗宣 ）

据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 于 2018 年 7 月开始实

施的《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

规定》及实施细则

（试行）

将于今年 6 月

30 日到期。 昨日，修订版《广州市来穗

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和

“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门户网

站公布，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0 天。

该惠民政策涉及目前在广州的近千万

外来人口。

据了解，在“合法稳定住所”“合法

稳定就业”指标中，大幅提高持有居住

证、合法产权住所、合法租赁住所或单

位宿舍、缴纳社会保险指标分值；新增

“在广州市缴纳住房公积金” 并参照社

保分值予以赋分；按照“租购同权”要求

提高“合法租赁住所或单位宿舍”分值，

缩短“租购”差距。

在“社会服务和公益”指标，提高献

血、志愿者

（义工 ）

指标分值上限和占

比。

在“纳税情况”指标，新增“近 3 个

纳税年度连续每年申报纳税”和“近 1

个纳税年度办理汇算清缴申报”加分内

容。

根据国家、省关于促进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精神，新增退役军人服役期间立

功受奖内容， 扩大表彰奖项指标覆盖

面，吸引更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退役军

人到广州就业创业。

降低职业资格、技术能力、急需工

种和个人从事该行业的加分分值，规避

部分容易被中介操控的指标项，以提高

学历技能、职业工种门槛，降低“考证积

分”“考证入户”热度。

修订版优化了文化程度的赋分，最

高分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由 50 分调整为

30 分， 充分体现积分制入户与人才引

进落户等人口政策互补性，引导高学历

来穗人员通过其他渠道入户广州，确保

更多“在我市长期合法稳定就业、居住”

的来穗人员通过积分制享受公共服务。

“年龄” 指标内容调整为 18~40 岁

统一分值，40 岁以后逐年梯度赋分，避

免该指标分值断崖式下降。

“创新能力”赋分方面，删除“外观

设计专利”“第一发明人” 指标内容，强

调该指标中“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型研发

机构”分值申请人应从事“技术创新和

研发工作”，以明确加分目标群体范围。

据了解，修订版也明确表示会精简

办理的程序，譬如申请手续不用再像上

一版本那样“前往受理窗口提交申请”，

而是通过系统填报信息和申请，争取为

下阶段取消受理窗口办理实现“零跑

腿”打基础。 另外，积分材料落实“承诺

制”， 明确申请人个人材料能通过数据

共享获得的，不再需要申请人提供佐证

材料。同时，复核时长也会缩减，审核从

原来的 51 个工作日缩减为 30 个工作

日， 打通积分制全流程信息共享链条，

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方便群众办事。

文化程度、年龄、工作技能、社会服务和公益等指标分值有调整

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政策

修订版公开征求意见

相关链接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

国家卫健委

官网近日发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

答》，明确现阶段，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

接种对象为18周岁及以上人群，将60岁

及以上老人纳入接种范围。 60岁以上老

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效果如何？需要注

意什么？专家表示，建议接种，但需注意

基础性疾病。

国家卫健委表示，60岁及以上人群

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死亡高风险

人群。Ⅰ/Ⅱ期临床研究数据显示，该人

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与

18-59岁人群相比， 接种后中和抗体滴

度略低，但中和抗体阳转率相似，提示

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也会产生一定的

保护作用，建议接种。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提醒，老年人患有基础性疾病的

比例较大，但又是预防新冠肺炎需要保

护的重点人群，因此在接种疫苗过程中

应特别关注。 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老

年人， 如果其基础性疾病通过常规治

疗已经得到很好控制， 则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 如果基础性疾病正处于急性

发作期， 则应根据医生建议， 考虑延

缓接种。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第一版）

》，疫苗接种禁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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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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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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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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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妇女。

60

岁及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疫苗需要注意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