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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7月30日电（记者蔺
娟）记者30日从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应对近期国
外、省外疫情输入风险，陕西即日起全面
收紧社会管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马光
辉介绍，陕西将进一步健全入境来陕人
员“提前知、提前控、全程知、全程控”管
控机制，严防病例输入。对目的地为陕
西省的入境人员，实施21天集中隔离+7

天居家隔离、核酸检测及“点对点”闭环
转运措施。

同时，陕西将对隔离期满回陕入境
人员、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设区市来
陕返陕人员实施闭环转运，落实隔离、核
酸检测等措施；对重点边境省份和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省的其他来陕返陕人员实
施定向分流，落实1次核酸检测和健康监
测14天等措施；对其他来陕返陕人员交
由社区（村）、酒店宾馆、接待单位排查管

理，全部落实测温、核验健康码和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开展日常健康监测。

各级、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原
则上不再举办或承办各类线下大型会
议、活动。确需举办的，要落实举办方
主体责任，压缩规模、控制人数（原则
上不超过100人），严格落实测温、戴
口罩、核验健康码、通风消毒等防控措
施，一律报设区市疫情防控机制（指挥
部）审核。

新华社成都 7
月30日电（记者董
小红）记者30日从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获悉，为进一步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快速有效阻断疫情
扩散蔓延，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要求，经省、市专
家研判，自2021年
7月29日起，成都高
新区石羊街道美洲
花园68栋调整为中
风险地区。

据悉，调整后成
都目前一共有3个
中风险地区，分别为
成都市青羊区优品
道曦岸小区、高新区
都城雅颂居及高新
区石羊街道美洲花
园68栋。

新华社长沙7
月 30 日电 （记者
阮周围 帅才）记者
30 日从湖南省张
家界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获悉，张家界的11
个街道调整为中风
险地区。

根 据 官 方 通
报，将张家界市武
陵源区军地坪街
道，永定区永定街
道、崇文街道、南庄
坪街道、官黎坪街
道、后坪街道、沙堤
街道、大庸桥街道、
西溪坪街道、阳湖
坪街道、枫香岗街
道调整为中风险地
区。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王君璐）记者30日从北京市了解到，北
京要求毫不松懈抓好暑期社会面防控，
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交通
场站等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
口罩等防疫措施。

7月29日下午召开的北京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百一十一次
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

机制第六十二次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
情起伏反复，国内部分地区发生聚集性
疫情，北京新增京外关联本土病例，警钟
再次敲响，疫情风险就在身边。

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快抓好疫情处
置。迅速开展流调溯源，全面梳理确诊
病例行程轨迹，扩大筛查范围，第一时
间锁定所有密接者、次密接者，确保不
漏一人，并落实核查落位、隔离观察、核

酸检测等措施。要严控中高风险地区
人员进京，铁路、民航和公路严格排查
管控。加强重点区域管控，对病例所在
小区、楼宇等严格封控管理。所有集中
或居家观察人员要足不出户，属地做好
健康监测和生活保障。确诊病例所在
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出京，确需出
京的，须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7月30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新创家
园社区学生在公益暑托班练习毛笔握持姿势。

今年暑期，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持续开展公益
暑托班活动，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青年之家、儿童之家等场所，招募返乡大学生
志愿者，为乡村学生提供学业辅导、兴趣课堂、心
理疏导等服务。兴庆区在所辖的35个行政村（社
区）设立22个暑托班，上午进行学业辅导，下午开
设手工制作、科学实验、诗歌朗诵、书法绘画等特
色课程，拓展学生视野，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公益暑托班
丰富乡村学生假期生活

聚焦疫情防控

北京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

陕西全面收紧社会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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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7月30
日电（记者颜之宏 付敏）
30日晚，记者从厦门市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
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根据当前厦门疫情防控
实际情况，厦门市已启动三
级应急响应，并将思明区莲
前街道源泉山庄A区（前埔
六里1至 20号）列为中风
险地区。

据厦门市政府副市长
廖华生介绍，7 月 30 日，
厦门市在按规程对入境
人员主动核酸检测时发
现厦门航空公司一名国
际货运机组成员新冠病
毒核酸结果呈阳性，通过
扩大采样检测，发现其共
同居住的3名家庭成员核
酸阳性。其妻子及家政
服务人员的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据介绍，4名阳性人员
第一时间已由120负压救护
车送定点医院隔离诊治。截
至30日19时，已排查出密
切接触者311人，次密切接
触者218人，已出结果均为
阴性。所有在厦门市内密
接、次密接者正接受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厦门市外密接、
次密接者均发协查函。

廖华生表示，厦门全市
已同时对相关病例有活动
轨迹的莲前街道、筼筜街
道、机场等区域进行全员核
酸检测。截至7月30日18
时，核酸采样共23428人，
其中2142人为阴性，其余
结果待报。

新华社南京7月30日电
（记者沈汝发 郑生竹）记者从
30日举行的南京疫情防控发
布会上获悉，南京禄口国际机
场已先后暂停国内航线运营
和国际航线运营。

20 日上午，南京市江宁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接禄口国际机场防疫专班报
告，在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
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有
检测结果呈阳性，涉及工作
人员主要是参与机场航班保
障人员。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
情暴发后，南京对机场相
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并
重 新 采 样 检 测 。 截 至 目
前，南京已经累计报告本
土确诊病例 184 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 1 例，有 8 例重
型确诊病例。

为防止疫情外溢，南京除
暂停机场客运外，公路查验点
由68个增至75个。自25日
以来，共查验离开南京车辆达
41万辆，查验人员超58万人，
劝返超15万人。铁路方面，
铁路南京南站、南京火车站共
查验 27万人，劝返 3700 人，
通过铁路离开南京旅客到29
日 为 止 比 平 时 下 降 超 过
80%。水运方面，设置5个水
上查验点，禁止靠港船舶的船
员上岸。

另外，自 27 日起，南京
汽车客运站等9个长途客运
站和旅游包车业务已全部暂
停运营，跨市19条毗邻公交
线缩线至市域内运营。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国内国际航班已暂停运营

南京疫情中已测序病例
病毒基因与俄罗斯
入境航班病例一致

新华社南京7月30日电
（记者郑生竹）30日，南京市疾
控中心副主任丁洁在南京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本次南京疫情早期
报告的机舱保洁员病例的病
毒基因序列，与7月10日从俄
罗斯入境的CA910航班报告
的1例输入病例一致，均为“德
尔塔”毒株。

丁洁说，目前已经完成了
本次疫情52个相关病例的病
毒基因测序工作，病毒基因组

序列高度同源，提示为同一个
传播链，均为“德尔塔”毒株。

经过调查发现，早期报告
的机舱保洁员病例参加了
CA910航班的机舱清扫，工作
结束以后，因为防护洗脱不规
范，可能造成个别保洁员感
染，继而在保洁员之间扩散传
播。该公司的保洁员同时保
障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垃圾清
运，机场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接
触保洁员或者被污染的环境
而感染。

⬆7月29日，在南京市玄武
区新街口街道北门桥社区核酸检
测点，一位工作人员在整理核酸
样本保存液。 新华社发

国家移民管理局：

上半年全国签发护照量
仅为前年同期2%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任沁沁）国家
移民管理局3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1年
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共签
发普通护照33.5万本，主要事由为出国留学、就
业和商务，签发量仅为2019年同期的2%。

通报显示，1至6月份，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
入境人员6697.3万人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
具752.7万辆（架、艘）次，其中货运飞机11.1万架
次，与2019年、2020年同比年分别增长189.5%、
35%；办理内地居民出入境证件122.4万本，办理
赴港澳台签注317.9万人次，为在华外国人签发
停留居留证件38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
8.5万人，查获“三非”外国人3.1万人。

在上半年深化抗疫斗争、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工作中，国家移民管理局始终把外防输入作为工
作重中之重。因应疫情形势动态调整出入境政
策，坚持非紧急非必要不出境，严格审批签发普通
护照和内地居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强化大数据预
警，及时向海关、卫健部门和属地联防联控机制通
报高风险地区人员信息，有关方面从中核验确诊
和疑似病例4586人、密接人员34.3万人，有力服
务了全国抗疫大局。强化与毗邻国家涉疫信息共
享，和有关各方一共通报涉疫信息2200余份，堵
截劝返抵边可疑人员3000多人。

在强化防范疫情输入管控措施的同时，国家
移民管理局持续深入推进移民管理“放管服”改
革，大力推进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和移民政务
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上线运行12367服务平台，
24小时为中外人员提供多语种移民管理政策咨
询解答，首呼解决率达99.5%。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
长陈杰表示，下半年，在进一步织密筑牢外防输入
防线的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还将聚焦为市场主
体和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继续深化移民管理

“放管服”改革，积极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
展，全力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8月启动入户调查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田晓航）记者
30日从中国老龄协会了解到，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中国老龄协会和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共同组织开展的第五次中国城
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将于8月开展入户调
查工作。

据了解，入户调查将持续一个月，随后开展数
据清理、审查和校验等相关工作，拟于2021年底
对外发布主要数据公报。此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
象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老年人口基本情况、家庭状况、健康状况、
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
会参与状况、维权意识与行动状况、精神文化生活
状况等。

此次抽样调查的调查范围为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315个县
（市、区），3320个乡镇（街道），6300个村（居）委
会；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个师，40个团场。
调查样本规模为12.76万，抽样比约为0.5‰。

与前四次抽样调查相比，第五次抽样调查内
容更加丰富，调查问卷题目不仅涵盖了养、医、住、
行、用、娱等九大方面，还同步聚焦家庭扶养负担、
老年数字鸿沟、后疫情时代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
增强了调查数据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同时，此次抽样调查首次全面采用电子化问
卷高效采集数据，依靠调查软件实现了在线培训、
测试评估和督导，有效控制数据安全和质量；后期
还将通过数据共享云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咨询、开
发与共享等服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
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人口
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自我国进入老龄社会以
来，有关部门已组织完成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
活状况抽样调查”，持续为统筹制定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这一抽样调查也逐
步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老年民
生国情调查。

7月30日，重庆
市江津区双福街道怡
云社区王家湾还房B
区的居民在当地政府
的组织下有序进行核
酸检测。

新华社发

7月29日，在深圳福田
外国语高级中学，医务人员
为学生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当天起，深圳启动12至17岁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新华社发

深圳启动
12至17岁人群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