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目前疫苗有三类。 （1）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Vero 细

胞）：接种 2 剂，2 剂之间的接种

间隔建议≥3 周，第 2 剂在 8 周

内尽早完成；（2）重组新冠病毒

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接种 1

剂；（3）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CHO 细胞）：接种 3 剂，相邻

2 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4

周，第 2 剂尽量在接种第 1 剂次

后 8 周内完成，第 3 剂尽量在接

种第 1 剂次后 6 个月内完成。

新冠疫苗打几针？ 时隔多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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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贵阳市融媒问

政平台的多次协调和推动下，经

有关部门积极处置，花溪区锦花

溪小区的供水管网已全部铺设

完成，整个小区已实现全天正常

供水。

2020 年 2 月，锦花溪小区多

位业主向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反

映， 该小区自 2017 年底交房以

来， 居民用水一直 “分时段限

供” 。 问政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该

小区共有 15 栋楼， 已入住 1400

多户居民， 由于该片区和小区的

供水工程未建成， 接入小区的临

时供水管进水量无法满足需求，

只能每天分四个时段限时供水。

对此，花溪水务有限公司回复称：

“甲秀南路思雅片区供水安装工

程已开工， 待完工后与锦花溪小

区内供水管道连接后， 就能解决

供水问题。 ”

2020 年 12 月中旬， 锦花溪

小区业主再次向贵阳市融媒问

政平台反映，该小区的用水问题

仍未解决。

在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的

积极转办和协调下， 花溪区政

府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12 月

30 日两次召开专题会议， 明确

由花溪区住建局和花溪区水务

局共同推进锦花溪小区内部供

水项目建设。 花溪水务有限公

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进场施

工， 铺设管网并安装二次加压

设备、水表。

“按照设计要求，我们从甲

秀南路供水主管预留口处，搭接

了一根管径 300 毫米的水管进

入锦花溪小区。 3 月 24 日，该小

区内部管网铺设和二次加压设

备安装完工， 整个小区 15 栋楼

实现全天正常供水，进水量能满

足小区的用水需求。 ” 花溪水务

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韦光庆告

诉记者。

4 月 5 日上午， 记者再次来

到锦花溪小区， 随机走访了高、

中、低层的 7 户业主，打开厨房、

卫生间的水龙头，自来水均正常

流出。

“终于不用再为没水洗衣、

做饭发愁了， 谢谢融媒问政平

台。 ” 锦花溪小区业主邹玲说，现

在自来水随用随有， 再也没有出

现过“分时段限供” 的情况。

目前，该小区正在逐户安装

水表，待水表安装完成后，将由

物业公司进行用户信息登记并

报花溪水务有限公司备案，花溪

水务有限公司将负责市政供水

端到入户水表间的管网及水表

管护，小区物业负责二次加压设

备和集水箱的管护，共同确保小

区居民正常用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庆）

1、 凡从事爆炸物品提取、

运输、押运、装卸的人员，必须

是政治可靠、 思想好、 责任心

强、熟悉爆炸物品性能的人员。

此类人员必须持有经公安部门

政审和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后发给的各种证件， 方可从事

此项工作。

2、提取、拉运爆炸物品时，

必须认真办理各种规定的手

续， 运输工具必须是符合运输

爆炸物品要求的密封专用车

辆，拉运车辆要做到上盖下垫。

装车容量方面： 雷管要低于车

厢高度 10 厘米；火药不得超过

车厢高度， 并且车辆要有明显

的“危险品” 标志。

3、提取、拉运爆炸物品的数

量、规格、包装、捆扎质量等要严

格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

4、提取、拉运爆炸物品时，

不准携带引火物品，严禁性质相

触的爆炸品及其他货物混装运

输，运输车辆不准在人员集中和

车辆流通稠密的地段停留。

5、装卸爆炸物品时禁止无

关人员在场， 应有专人在场进

行， 认真检查运输工具的完好

状况， 清除运输工具内的一切

杂物，严禁摩擦、撞击、抛掷爆

炸物品。

6、用非机动车辆（畜力车）

将爆炸物品由地面火药库运往

井口时，车辆驾驶员不得随意抽

打牲畜， 要走安全僻静的路线，

车辆驾驶员不准将车停留在住

宅区域、 广场和繁华地段等，严

禁使用摩托车、三轮车、拖车、拖

拉机运送火药和雷管。

7、 在井筒内运送爆炸物品

时， 火药和雷管必须分别运送，

并通知绞车司机和把罐工。装有

爆炸物品的罐笼， 除押运人员

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

8、 使用电机车运输爆炸

物品时，火药和雷管必须分别

运送， 如用同一列车运送时，

电机车相互之间必须用三个

空车厢隔开 。 运送爆炸物品

时，必须用专用带盖的木制车

厢，车厢内要铺设软垫并只准

装一层。

9、装有爆炸物品的列车，不

准同时运送其他物品和工具，除

押运、装卸人员外，其他人员严

禁乘车。

10、装卸爆炸物品时，要轻

拿轻放， 不得随意摔打碰撞，在

装卸过程中出现包装绳索开包

断绳现象时，要及时重新捆扎。

爆炸物品装卸运输注意事项

4 月 7 日下午， 在乌当区新

创路上的一家手机店，21 岁的陈

明樱子正在热情地为顾客介绍手

机的参数、 性能等。 看似普通的

她，却是大家眼中的女英雄。

提起一年多前不顾危险下河

救人的事迹时，她连连表示，救人

是本能反应， 换作其他人也会这

样做。

陈明樱子是开阳县禾丰乡王

车村人 ，2000 年 5 月出生，2019

年从贵阳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当

年 7 月发生的事情让她成为当地

见义勇为的好榜样。

2019 年 7 月 27 日下午 3 点

左右，天气晴好，不少游客在王车

村王车大桥下的河岸边吃烧烤、

游玩，陈明樱子也在河边玩水。突

然间，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紧

接着“嘭” 的一声巨响，一辆小轿

车翻车后坠入河中。

“当时，坠河的小轿车离我

大概 100 米， 我看到后马上跑过

去救人。 ” 陈明樱子说。 随着她第

一个游向坠河车辆，村民许仕海、

陈南昌、 龙海星等人也纷纷下河

救人， 还有热心群众急忙拨打了

110 报警。

车辆坠河处的水深大约有三

四米，车身正不断下沉，即将没顶。

当时， 车上有两名女子和三个孩

子，其中一个只有一岁多，如果不

及时施救，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明樱子游到坠河车辆旁边

时， 驾驶员已经自行逃出车外，但

轿车却翻了个底朝天， 情况危急。

几名救援者一起反复潜入水下，合

力将轿车翻正，及时救出了车内被

困的一名女子和两个大点的孩子，

但那个幼儿却怎么也找不到。

“当时大家都很焦急， 车里

全部灌满了水，水里的能见度又

差，不好找人。 ” 陈明樱子说，她

又多次潜水进车寻找，最终在后

排座椅下方找到了幼儿并赶紧

将其救出水面。 随后，其他参与

救援的群众急忙对幼儿进行急

救，又由警察驾驶警车送往医院

抢救。

警车急速驶往医院后， 率先

下河救人的陈明樱子回到岸边，

抱着双腿默默哭泣。“当时，一方

面是回想起来有点害怕， 另一方

面是担心那名幼儿的情况。 ” 她

说。不幸的是，那名幼儿在送医抢

救途中离世了。

谈起为何要下

水救人，陈明樱子

说：“这是本能反

应，换作谁都会这

样做。 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

情，我肯定还会挺身而出。 ”

因为临危不惧、救人于危难，

陈明樱子与其余一起救人的 8 人

荣获开阳县 2019 年见义勇为先

进群体称号。 2020 年，陈明樱子

获评第五届贵阳市道德模范（见

义勇为类）。 2020 年 12 月，陈明

樱子荣获第七届贵州省道德模范

提名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目睹汽车坠河 她奋不顾身下水救人

———记第七届贵州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陈明樱子

本报讯 4 月 7 日， 由文化

和旅游部组织的全国“互联网 +

旅游” 发展论坛暨 2021 河南智

慧旅游大会在河南郑州举行，贵

阳市的智慧旅游项目———“村

村” 数字乡村运营平台作为智慧

示范代表，应邀参加论坛的智慧

旅游专题展。

贵州水东乡舍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建设的“村村” 数字乡村运

营平台， 起源于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龙广村，基于“互联网 +

三变” 理念，是一个专注于乡村

资源整合及城乡服务的大数据平

台。该项目盘活乡村资源、丰富乡

村旅游， 让市民在乡居生活中发

现乡村、挖掘乡村、共享乡村，实

现乡村资源数据化、 城乡服务平

台化、旅游服务个性化，打造城乡

要素双向流动平台， 满足市民对

乡村生活的需求， 为农村提供人

力、物力、智力等市场空间，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下一步，“村村” 数字乡村

运营平台将以开阳县十里画廊

为示范区， 在全省推广建设，助

推贵州“互联网 + 乡村旅游” 跨

越式发展，助力贵州省数字乡村

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此次我省亮相智慧旅游专

题展的项目还有“一码游贵州”

全域智慧旅游平台。 该平台于

2020 年 5 月发布，游客扫描“一

码游贵州” 二维码，就可享受在

贵州旅游“吃 、住、行 、游 、购 、

娱” 全方位的服务。截至目前，该

平台已收录全省 A 级景区、酒

店、餐饮、民宿、精品路线等 2 万

多条基础数据，全面覆盖游客在

贵州的门票预约、 旅游咨询、语

音讲解、投诉建议等多项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全国“互联网 + 旅游” 发展论坛举行

贵阳“村村” 数字乡村

运营平台亮相

锦花溪小区 1400余户居民告别“用水难”

本报讯 为提升孕妇的进站

乘车体验，近日，贵阳市轨道集团

推出“关爱孕妇”爱心便民服务。

乘坐贵阳市轨道交通列车

时有服务需求的孕妇 ， 可在 1

号线全线安检点领取 “关爱孕

妇徽章” 并登记服务需求信息，

佩戴或出示后可享受 “绿色安

检” 及“出行守护” 服务。 已登

记服务需求信息并向安检点工

作人员出示 “关爱孕妇徽章”

的孕妇， 可享受以下爱心出行

服务： 安检人员将不使用手持

金属探测仪而改用直观目视与

徒手排查的方式对孕妇进行安

全检查， 孕妇随身携带物品仍

需通过安检机进行安全检查 ；

根据孕妇的实际需求， 可由安

检安保督察队员提供进出站陪

护、站内购票指引、上下列车陪

护等爱心服务。

该服务需在乘车前 1 小时

拨打电话 0851-84113386 预约。

孕妇需向服务人员提供行程信

息及服务需求，行程信息包括乘

车站点、进站入口、预计到达站

口时间、是否有随身行李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贵阳市轨道集团推出“关爱孕妇”爱心

便民服务

准妈妈乘车可享“绿色安检”

记者 4 月 7 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全

省有效发明专利达 12943 件，同比增长 13.5%。 今年 2 月，我省新增

专利 229 件、失效专利 43 件，实际增长 186 件，实际新增率为 1.5%。

（孙维娜）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