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2.5亿例，一些国家新增确诊病
例数接近或超过此前高点，我国外
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波及全国
21个省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表示，要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策略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做到及早
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
治，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
反弹。

“全国疫情整体趋于平稳，前期
受疫情影响的多个省份疫情已得到
有效控制，成功阻断了病毒的传
播。”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吴良有介绍，黑龙江黑河、河北石家
庄、河南郑州、四川成都等地的疫情
正逐步得到控制，辽宁大连、北京、
江西上饶、云南德宏等局部地区的
疫情仍需关注。

吴良有说，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及时派
出前方工作组，指导疫情发生地区
有序开展核酸检测，快速排查风险
场所人群，强化重点人员的隔离管
控，狠抓医疗救治和感染防控。后
续还将全力以赴控制疫情扩散蔓
延，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境外输入病例
18例

辽宁40例，均在大连市；河北4例，均在辛集市
内蒙古4例，均在阿拉善盟
江西3例，均在上饶市
黑龙江2例，均在黑河市
北京1例，在海淀区
河南1例，在郑州市
四川1例，在成都市
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含3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辽宁29例，内蒙古3例）

（云南6例，上
海4例，天津3例，
北京 1例，浙江 1
例，福建 1例，广东
1例，广西1例）

含 1例由无症
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在浙江）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制图/陈海冰

本土病例
57例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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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有声音质疑，我国针对一些
重点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成本效益
比不高”。

对此，梁万年认为，通过“动态清
零”策略，我国得以快速有效降低感
染和死亡率，在短期内可能对感染者
及密接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但从长远看，疫情得以快速控制后有
利于经济社会生活快速恢复至常态。

我国是否会一直坚持现行的防
控策略？在梁万年看来，这要取决于

全球疫情走势，取决于病毒变异情
况、疾病严重程度变化以及我国疫苗
接种覆盖率等多种因素。

“疫情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防控
策略和措施也在相应不断发展。”梁
万年说，“我们将密切关注全球疫情
趋势，研判疫情风险，加快疫苗接种
进度，适时调整相应的防控策略和
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记
者 董瑞丰 温竞华）

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

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的防控成效

全球疫情波折
反复、居高不下，新
冠病毒持续变异。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
数据显示，全球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已
超过507万例。

如何看待我国
目前疫情防控策
略？如何将疫情处
置对社会的影响降
至最低？围绕公众
关切，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冠肺炎疫情
应对处置工作领导
小组专家组组长、
清华大学教授梁万
年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给出专
业解答。

一年多来，我国迅速扑灭数十
起局部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有
效减少了死亡病例，经济表现居于
全球前列，较好地平衡了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充分证明我们各项防控措
施是有效的。”梁万年说，我国目前
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仍须继
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

疫情防控为何不能松懈？梁万
年表示，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

病，全球仍在高位流行，病毒变异加
快，病死率并未显著下降。在这种情
况下，我国的防控策略选择首先考虑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守卫人民健
康放在突出重要和优先的位置。

“多国防控实践证明，过早‘解
封’将导致疫情反弹、重症和死亡增
加。”梁万年说，目前我国人群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率尚未达到足以建立坚
固人群免疫屏障的程度，过早“解封”
极易丧失前期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近期以来，由多个不关联的境
外输入源头引起新一轮疫情。我
国正推动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到位，
尽快有效控制疫情。

严守防线为何仍出现本土病
例？梁万年解释，当前常态化阶段
疫情防控的目标并非“零感染”，而
是“动态清零”，即疫情发现一起就
扑灭一起。

“疫情防控常态化目前包含四
种形式：无境外输入病例关联的本
土病例、出现零星散发本土病例、

单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多地出
现散发或聚集性疫情。”梁万年
说，在没有出现本土病例时，保持
高度警惕的指挥系统；在出现本土
病例时，通过“动态清零”策略，及
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
救治。

“‘动态清零’策略不是‘零感
染’，而是指常态化防控阶段要最
大限度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
治疗，坚决防止出现疫情社区持续
传播。”梁万年说。

要将疫情处置对社会的影响降
至最低，在梁万年看来，需要做到“两
个最大限度”，即做到最大限度的精
准防控，做到最大限度的公众配合。

何为最大限度精准防控？梁万
年说，一是坚持科学防控，充分利用
科学证据，依靠专家智慧，坚持常态
化防控和应急处置的一整套措施，并
根据疫情变化、防控手段完善、对新
冠病毒认识深化等，因地因时地完善
防控政策措施，高效处置散发性病例
和聚集性疫情。二是切实落实责任，

杜绝麻痹思想，增强防控精准性，合
理划分风险等级，精准划定管控单
元，尽小、尽早、尽细、尽实采取措
施。三是加强疫苗、药物的集中攻
关，加强重大疫情监测预警等关键核
心技术研究。四是加强培训，提升流
调、救治和管理能力。

“防控要既精准又有‘温度’，提
供好各类保障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
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以最小的社
会成本获取最大的防控成效。”梁万
年说。

11月13日，“长赐”号货轮在山东港口青岛港
前湾集装箱码头装载货物。

当日，曾在苏伊士运河搁浅造成堵塞的“长
赐”号货轮在青岛完成维修后，开始在山东港口青
岛港装载货物，这标志着该船正式恢复商业营
运。随后“长赐”号还将在上海、宁波装货，然后前
往马来西亚，开启其修复后的首次载货远航。

当地时间今年3月23日，“长赐”号货轮在苏
伊士运河搁浅，造成运河堵塞6天。10月4日，“长
赐”号货轮靠泊中国船舶武船集团青岛北船重工修
船分厂进行维修。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长赐”轮完成维修
载货重启亚欧贸易航线

12日新增确诊病例75例 其中本土病例57例

南昌玛莎拉蒂女司机
醉驾案一审宣判
被告获刑两个月

新华社南昌11月13日电（记者闵尊涛）13
日上午，“玛莎拉蒂女司机醉驾案”在南昌市东湖
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
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10000元。被告人孙某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11月6日18时至
20时许，孙某与同事在南昌市东湖区后墙路聚
餐，席间孙某饮用约半瓶红酒，聚餐结束后，孙某
与同事步行至某KTV唱歌。22时许，孙某驾驶
私家车从酒店驶出，行驶至胜利路与民德路交叉
口被执勤交警查获。执勤交警对孙某进行呼气式
酒精测试期间，经过60余次呼气、历时近18分钟
才 完 成 呼 气 式 酒 精 测 试 ，结 果 为 117mg/
100ml。随后交警将孙某带至医院提取血样。经
鉴 定 ，孙 某 血 样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02.68mg/
100ml。2021年11月7日，孙某归案并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021年11月8日，孙某被公
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在公共道路上
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02.68mg/
100ml，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告人孙某有
坦白情节，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孙
某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并企图阻碍公安机关执
法，酌情从重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本
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孙某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遂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这是11月13日拍摄的建设中的新建福厦铁
路湄洲湾跨海大桥（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新建福（州）厦
（门）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成功合龙，标志着新建
福厦铁路关键控制性节点顺利打通，为如期建成
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长14.7公里，
海域施工长10.8公里，主桥为主跨180米的矮塔
斜拉桥，是国内首座跨海高铁矮塔斜拉桥。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
跨海大桥成功合龙

“小糖人”增多！
专家呼吁科学防治青少年儿童糖尿病

据新华社长沙11月13日电（记者帅才）联
合国糖尿病日来临之际，专家提醒，近年来，伴随
着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以及
长期过量食用含糖饮料，患上糖尿病的“小糖人”增
多。专家提醒家长不要给孩子摄入过多高油脂、高
糖的食物，要让青少年儿童保证“吃动平衡”。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代谢性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智广介绍，青少年
儿童糖尿病多为1型糖尿病，是由于自身免疫导
致的胰岛β细胞功能破坏，胰岛素分泌缺乏。发
病急、病情严重，如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而随
着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青少年儿童肥胖
患者增多，2型糖尿病在青少年儿童中的发病率
逐渐上升，需要引起警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李学军介
绍，青少年儿童肥胖症是糖尿病等儿童慢性疾病
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血糖
升高为主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近年来，医院收
治的患上糖尿病的患儿增加，有一些患儿血糖、血
压控制不好，还发生了脑梗等疾病。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金萍提
醒，糖尿病是不可逆的，如果孩子患上糖尿病，家
长不要相信那些号称能根治糖尿病的偏方。糖尿
病患儿一定要定期监测血糖，控制好血糖。青少
年儿童糖尿病患者还应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钙质
等，以保证生长发育需求。

“双十一”刚过，快递密集收发，
是否存在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
张流波说，预防快递传播新冠病毒，
首先要设法避免污染，如中高风险
地区暂停快递业务，快递员加强健
康管理等。此外，快递公司应对快
递表面进行消毒处理，收快递时也

可做好适度防护，处理完快递后要
做好手卫生。

做核酸检测，现在有了哪些便
利条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
察专员郭燕红介绍，各地在有关能
力建设、合理布局、提高效率、优化
服务等方面多措并举，很多机构开

展了线上预约及24小时检测服务，
最大化满足群众核酸检测的需求。
有些地方通过线上手段，让公众在
手机端就能及时查到检测结果。

边境口岸如何加强疫情防控？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司长林伟

表示，陆路边境口岸海关坚决落实
“客停货通”“人货分离”等防控政策，

对入境人员严格实行“三查三排一转
运”等措施，完善对跨境司机、边民等
高风险人群疫情防控工作链条，坚持
人、物、环境同防。同时，加大对陆路
边境口岸海关的支持力度，加强疫情
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记
者董瑞丰 田晓航）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做出最新研判——

全国疫情整体趋稳 局部地区仍需关注
本轮疫情目前形势怎样？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有哪些关
键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13日集中回应了公众
关心的部分热点问题，并做出一
些最新研判。

随着冬季来临、气温降低，新
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
病叠加流行的风险增加。如何应
对挑战？

吴良有介绍，冬春季疫情防控
将重点围绕“早、小、严、实、准”五个

方面开展工作。这其中，包括坚持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按照“从严
从紧”原则全面梳理风险点，严格开
展入境人员、进口冷链食品管理等
重点工作，部分公共场所落实好查
码、测温、戴口罩等要求，快速处置

疫情时突出精准科学等。
“在隔离管控时，对于风险人群

要完善赋码解码规则，做到‘快赋快
解’。在区域协查时，要科学界定好
时空关系、风险等级，避免发生‘误
伤’的情况。”吴良有说。

此外，据介绍，我国正在推进重
点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和
3至11岁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并统筹做好流感等呼吸道疾
病疫苗的接种工作，降低呼吸道传
染病和新冠肺炎叠加流行的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3日通报
11月12日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例

坚持“动态清零”
全国疫情整体趋于平稳

收发快递、核酸检测、口岸防疫 这些事项值得注意

做好冬春季防控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聚焦疫情防控

防控为何不松懈？过早“解封”将导致疫情反弹

严防为何仍现本土病例？“动态清零”不等于“零感染”

如何减小社会影响？防控要既精准又有“温度”C

防控策略是否会调整？取决于全球疫情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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