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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街道现阶段疫苗接种以群

体预约为主，市民群众可到所在社区

（村居）和单位预约，由社区（村居）和

单位统一安排接种。日前，桂城各社

区开设了电话预约接种服务，请各位

市民周知。

社区预约接种登记电话
东约 86390109

南约 86322292

西约 86330612、86330226

北约 86286706

东二 86328110

石 86368302

叠南 86235872

叠北 86319311

桂一 86221771、86390887

桂二 86333841

桂花 86326842

叠二 86251556

花苑 86336625

桂园 86284215、86284048、

86338304

翠颐 81019521

育才 86228864

桂雅 86229097

江南名居 81236277

桂南 81231021

平东 86780068

平南 86798325

平西 86779079

平北 86768187

平胜 86709660

夏东 86770231、86786676、

86771067、86770327、

86769303

夏南一 86768803

夏南二 86773526

夏西 86777539、86773307

夏北 86704769

东区 86715286

中区 86700710

凤鸣 81062370

林岳 86709026

大德 86792727、86708886、

86792623、86784156、

81289886

大圩 86773281

江滨 86773205

怡海 81855202、86263210

海逸 86793466、86776301

灯湖 81066187、81066183

同德 86237713

中汇 86257752

大新 86708603

尖东 86236692

同成 86766832、86766792

文翰 86766620

目前，桂城街道设置了以下新冠疫苗免费接种点（在持续增加中）。
即日起桂城市民可以通过电话进行咨询预约，或咨询所在地社区居委会。

制图/江静雯

上午9点，记者来到位于天

佑四路的桂城街道育桂社区卫

生服务站，在大门口处，看到在

新冠肺炎疫苗临时接种点入口

处有市民排好队，工作人员正引

导大家扫码录入个人信息，录入

后接种者进入接种大厅。

某网约车公司的叶先生经

过工作人员的引导扫完码后，

在进门处测试体温，仔细阅读

新冠疫苗知情同意书后并签

字，到信息录入登记台，拿出身

份证确认个人信息并取到接种

台号。

“很有秩序，没想到这么多

人，还这么快啊。”叶先生一边

走向接种台，一边说，“早就想

打了，之前是疫苗少，现在全民

免费，政府这么好的政策，我们

多幸福啊。”他还告诉记者，全

家人都要打，母亲和妻子已经

在社区那边报名了，这两天也

要接种。

接种台前，记者看到接种

者自觉地保持1米的距离，安

静地等待。很快轮到叶先生，

“不疼不痒，没感觉。和普通打

针没两样。”注射完后，他进入

留观区，在这里他要留观30分
钟，身体没有异常反应后再离

开。

看到有人接种完疫苗之

后，走出接种大厅摘下口罩，桂

城街道育桂社区卫生服务站相

关负责人提醒：对于个人来说，

接种的保护效果不是100%，

并且产生保护性抗体也需要一

定的时间；对于群体来说，在没

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新

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所以，

要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反弹，现

阶段一些防控措施仍然要坚

持，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勤洗手、通风等防护措施。

在刚过去的清明假期，“接种

疫苗”和“文明拜祭”成为两个大

热词。在桂城，越来越多的居民

响应号召，自觉预约接种新冠疫

苗，共筑防疫长城，使得“爱自己，

爱家人”成为一种共识。

根据国际疫情形势以及传染

病防控的经验总结，绝大多数人

都是易感者，加快疫苗接种，是当

前有力的疫情防控手段。接种疫

苗要形成免疫屏障才能发挥最大

作用，大规模接种疫苗是目前建

立人群免疫屏障最有效的手段，

接种的人越多，建立的免疫屏障

越牢固，接种得越快，也就越早一

天形成免疫屏障。

据介绍，我省按照国家统一

部署，分三阶段逐步推进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第一步的接种

人群是职业暴露风险较高的人

群、有境外感染风险的人群、维持

社会基本运行关键岗位的人员，

该阶段接种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第二步是其他18-59岁人群；第

三步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基础

性疾病患者、其他有接种意愿人

员等。

随着疫苗供应的增加和接种

策略的调整，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进入大规模接种阶段。目前，街

道正在大规模开展新冠疫苗免费

接种工作，累计接种约6万剂次，

接种人群包含医护人员、教师、环

卫工人、外卖小哥等不同岗位。

如今，桂城现阶段疫苗接种

以群体预约为主，清明假期也持

续提供接种服务，市民群众到所

在社区(村居）和单位预约，由社

区（村居）和单位统一安排接种。

日前，桂城各社区开设了电话预

约接种服务，请各位市民周知。

桂城街道已设置平洲预防保

健站、省医南海医院、育桂社卫站

等接种点（后期将继续增加接种

点数量）。请各位市民在成功预

约接种后，按照所预约的日期和

时间段（携带身份证）前往接种点

有序接种疫苗。在桂城的新冠疫

苗接种点，市民按照“一米间隔”

的排队要求在接种点外有序排

队，工作人员则在耐心指引，画面

既温馨又有爱。

可以看到，构筑免疫屏障刻

不容缓，桂城新冠疫苗大规模接

种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疫苗接

种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医务工作

者们的辛勤付出。他们均是从各

医疗单位抽调过来的精干医务人

员，并进行严格培训，为群众提供

专业接种服务。清明小长假期

间，他们根据工作安排依然坚守

岗位，为保障大规模接种顺利进

行默默奉献着。让我们道一声：

谢谢，你们辛苦了！

在此，笔者也呼吁，由于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是疫情防控最有效

的手段，为尽快构筑起全市人群免

疫屏障，大家根据相关指引，尽快

做好预约登记接种新冠疫苗，相信

科学的力量，做到早接种早放心。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桂城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以优质服务回应

群众期盼，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接种新冠疫

苗为例，桂城加快推进新冠疫苗

接种，全力筑牢疫情防线，为大家

营造一个安全、幸福的居住环境。

众所周知，城市建设、经济发

展和社会治理，是一个庞大而复

杂的系统工程。接下来，桂城还

将继续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

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的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聚焦高质量发展主

题，让活力成为桂城最鲜明的特

质，以更大气魄推动改革再出发，

让桂城人民的幸福感更加厚实更

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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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重点

桂城已有6万人一起“苗苗苗”
为你送上桂城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攻略，目前可电话预约接种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防控新冠疫情最有效的手段。目
前，桂城街道已全面启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设置平洲预
防保健站、省医南海医院、育桂社卫站等接种点。此外，桂城
各社区开设了电话预约接种服务，市民群众可到所在社区（村
居）和单位预约，由社区（村居）和单位统一安排接种。

截至4月5日，桂城街道累计接种人数已达6万人。现
场接种情况如何？有怎样的流程？记者近日来到桂城街道育
桂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新冠病毒疫苗临时接种点，向有关工作
人员了解接种事宜。

桂城一周

优化疫苗接种服务合力构筑防疫长城

为做好桂城街道新冠病毒

疫苗大规模接种工作，有效建

立人群免疫屏障，4月 1日下

午，桂城街道召开新冠病毒疫

苗大规模人群接种工作再动员

会议。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麦

绍强、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卢启良等出席，再部署大规模

人群接种工作。

会上，政协街道工委主任

陈君燧表示，根据国际疫情形

势以及传染病防控的经验总

结，绝大多数人都是易感者，加

快疫苗接种，是当前有力的疫

情防控手段。接种疫苗要形成

免疫屏障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大规模接种疫苗是目前建立人

群免疫屏障最有效的手段，接

种的人越多，建立的免疫屏障

越牢固，接种得越快，也就越早

一天形成免疫屏障。“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工作部署，

我国正在安全、有序加快推进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而根

据省、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工作部署，我街道目前已全面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人群

接种工作。”陈君燧说。

桂城街道新冠病毒疫苗第

一阶段紧急使用和重点人群接

种工作已完成阶段性任务，目

前正在大规模开展新冠疫苗免

费接种工作。截至4月5日，桂

城街道累计接种人数已达6万
人，接种人群包含医护人员、教

师、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不同

岗位。

“大规模人群疫苗接种工作

是今年上半年桂城街道工作的

重中之重，各行业主管部门、各

单位要紧紧围绕疫苗接种方案

要求，想方设法、不折不扣，压实

属下企业和所管辖行业单位的

责任，认真组织发动受众对象接

种疫苗。”麦绍强强调，各行业主

管部门、各单位、各社区要对属

下单位、管辖行业和辖区居民做

好调查摸底工作，发动未接种人

群主动参与接种。

目前，桂城街道已设置平

洲预防保健站、省医南海医院、

育桂社卫站等接种点（后期将

继续增加接种点数量）。同时

为了能更好向广大市民提供新

冠疫苗接种服务，上述接种点

均已开设电话预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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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市民有序排队接种疫苗

工作进展 推进大规模人群接种

桂城街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桂城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办公室

桂城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