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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波及28省份 如何应对奥密克戎新挑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焦点问题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第四波流行高峰，我国周边有关国家和地区不断刷新单日新增病例

最高纪录。近期，我国多地多点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主要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面对这一变异株传播快、隐匿性强的特点，我国如何应对新挑战？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如何做好

疫情防控？1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专门进行了回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介绍，3月以来，我国疫情发生频次明显
增加，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波及范围不
断扩大，已波及28个省份。

“近期吉林、山东、上海、广东、河北
等地疫情还在发展中，部分地区的疫情
上升速度较快，社会面传播扩散和外溢
风险比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表示，目前
各疫情发生地应对处置工作正有序、有
力推进，疫情整体仍处于可控状态。

据介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已经向多地派出工作组，指导相关地
区更加坚决果断、科学精准落实防控措
施，尽快控制住局部的聚集性疫情。

针对吉林省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快
速上升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局长焦雅辉说，此次采取了分类救
治的措施，即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
以及有高风险因素的病例，集中收治在
综合能力较强的定点医院；无症状感染
者、轻型病例收治在其他定点医院和方
舱医院。

据介绍，吉林省截至15日上午在院
病例8201例，95%以上的患者是无症状
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已第一时间向长
春市和吉林市派出了国家专家组，指导
当地医疗救治工作。根据吉林市医疗
救治力量的情况，及时派出了国家医疗
队。”焦雅辉说。

近期发生的本土疫情中，无症
状感染者比例增多。疫情防控有哪
些应对措施？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更快、隐
匿性更强的特点，要求我们的防控
措施要更早、更快、更严、更实。”雷
正龙说，感染者临床表现以无症状
和轻型为主，导致疫情隐匿性传播，
发现比较晚，造成近期本土疫情频
繁发生，给溯源和防控增加了难度。

不过，专家分析研判认为，我国
现行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
防控措施，在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疫情时仍行之有效。

雷正龙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围绕“控频
次、降规模、防重症”的目标，指导各
地守好守牢外防输入关口，坚持“四
早”原则，落实重点人群、重点场所、
重点区域的防控措施，并有序推进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希望广大群众继续做好戴口

罩、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交距
离等防控要求，积极主动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配合做好疫情防控
应急处置的各项工作，共同维护
和巩固我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雷正龙说。

（新华社北京 3月 15日电 记
者董瑞丰 徐鹏航）

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怎么办？已及时派出“国家队”

学校人员聚集且规模较大，一旦出现
疫情，能否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进行转
运隔离，是确保疫情防控顺利的重要因素。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介绍，各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比如，
去年福建省通过对一定比例师生定时、
不定时进行核酸抽测，及时发现疫情，目
前该政策已在23个省区市开始推行。

还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要求区和
高校建立定点关联模式，如果对应学校

出现紧急疫情，这个区要负责做好校园
的转运隔离等相关工作。“我们也想把
这个经验及时推广，让高校在面对突发
疫情时能更快、更及时得到当地党委政
府的支持。”王登峰说。

王登峰表示，对于出现师生感染的
地区一定要严格落实“转运、治疗、救治、
隔离”，并做好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人
文关怀、心理辅导等相关工作；对目前没
有出现疫情的地方，特别强调一定要把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学校怎么防？把防控常态化措施落到实处

奥密克戎怎么应对？防控措施更早更快更严更实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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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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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美国毫无资格自诩所谓
“人权灯塔”和“人权卫士”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记者马卓言 成
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说，事实充分说明，
美国毫无资格自诩所谓“人权灯塔”和“人权卫
士”，中方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酷刑问题特别
报告员加大关注美国严重侵犯人权行径，敦促美
国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有关问题。

据报道，中国代表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49届会议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话时发言，
对美国严重的警察暴力和酷刑问题表示关切。赵
立坚在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层出不
穷。2021年，美国有超过1124人死于警察暴力，
其中大部分是在非暴力犯罪甚至没有犯罪行为的
情况下被警察杀害。《柳叶刀》报告显示，1980年
至2018年间，美国约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
亡，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概率是白人的
3.5倍。

他表示，媒体经常曝光美国包括私营监狱在
内的各类拘留场所酷刑、虐待和暴力事件。关塔
那摩监狱系统性虐囚和酷刑臭名昭著。美国中情
局打着所谓“反恐战争”的幌子在多国设立“黑监
狱”，秘密拘押所谓恐怖嫌疑人，大搞任意拘押和
刑讯逼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有关媒体也多次
介绍过关于美国17艘军舰组成的“海上监狱”、在
立陶宛等国设立的“黑狱网”，“更是美国监狱系统
肆意蹂躏法治、践踏人权的典型例证”。

“事实充分说明，美国毫无资格自诩所谓‘人
权灯塔’和‘人权卫士’，更没有资格打着人权旗号
对别国人权说三道四。”赵立坚说，中国呼吁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加大关注美
国严重侵犯人权行径，敦促美国采取切实措施解
决有关问题。

“天宫课堂”第二次太空
授课活动将于近期进行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黄一宸 时宗连）
记者15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
国空间站“天宫课堂”将于近期择机开展第二次太
空授课活动。

2021年12月9日，“天宫课堂”进行了首次太
空授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与地
面课堂师生互动交流。首次太空授课进一步拉近
了青少年与载人航天的距离，持续兴起探知航天
奥秘、学习航天知识的热潮。

首次太空授课后，社会各界通过新闻媒体和
网络广泛参与“天宫课堂”授课内容征集活动。第
二次太空授课内容，是从征集到的意见建议中广
泛遴选的，并结合中国空间站设施条件进行了精
心设计。本次授课活动将全程进行直播。

六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者彭韵佳）为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国家卫健委、
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
疾控局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相关指导意见，明确
循序渐进积极扩大签约服务覆盖率，逐步建成以
家庭医生为健康守门人的家庭医生制度。

意见提出，从2022年开始，各地在现有服务
水平基础上，全人群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
每年提升1至3个百分点。

意见明确要将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
脱贫人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压、糖
尿病、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作为签约服
务重点人群，优先签约、优先服务。

家庭医生既可以是全科医生，又可以是在医疗
卫生机构执业的其他类别临床医师（含中医类别）、
乡村医生及退休临床医师。指导意见鼓励各类医生
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不同形式的签约服务，积
极引导符合条件的二、三级医院医师加入家庭医生
队伍，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平台开展签约服务。

在丰富服务内容方面，具体举措包括提升医
疗服务能力、提高基本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
质量、保障合理用药、开展上门服务、优化转诊服
务、加强中医药服务和形成有序就医秩序。

意见还将推广弹性化服务协议，服务协议有
效期可为1至3年。同时，还将加强全专结合医
防融合，为签约居民提供“一站式”全专结合服务；
引导三级医院采取“包干分片”方式，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推进“互联网+签约服务”等。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
者范思翔）记者近日从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委了解到，目前，中央和国家机关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扎实有
序推进，各部门已基本完成代表人选
推荐提名工作。

据介绍，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
作部署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
组织坚持把做好代表选举工作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在推进代表选举工作中
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选举纪律，
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顺利推进，以
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
方阵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最先一公里”。
旗帜鲜明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

代表选举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央和国
家机关工委及时成立中央和国家机关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办公
室，确保其在工委会议领导下开展工
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坚持把加
强党的领导贯穿代表选举工作全过
程，切实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
用。兼任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领
导职务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代表选
举工作高度重视，并提出明确要求。
各部门党组（党委）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主要负责同志切实担负起第一责

任人职责，建立健全机关党委具体负
责、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基层党组
织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为做好代表
选举工作提供了坚强保证。

为稳妥应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带来的新变化，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委经过深入分析，将各部门按
照涉及机构改革情况进行分类，在
保持工作延续性基础上，根据部门
领导班子组成、职能和人员调整转
隶、党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变化等，
对相关工作作出相应调整。同时，
涉及机构改革的部门有针对性地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代表选举工

作平稳有序推进。
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方面，党组

织关系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基
层党组织推荐提名，树立榜样、作出示
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强化民主集中制教育，激励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与代表
人选推荐提名。一些部门派出专门工
作人员向老同志以及长期驻外、在外
地挂职的同志传达有关精神、征求意
见。目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
组织参与率达100%，党员平均参与
率超过99%。

同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
织严把人选政治关、廉洁关、身份关，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牢人选
廉洁底线，认真落实名额分配和代表
结构比例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门普遍按照程序要求开展推荐提名，
做到不漏环节、不搞“变通”，做好征求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等工作，加强人选
审核把关。通过逐级遴选、好中选优，
一批在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打好
三大攻坚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灾
救灾及模范机关创建中表现突出的优
秀共产党员，被作为代表人选推荐了
出来。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基本完成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人选推荐提名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者
魏玉坤 王雨萧）多重风险挑战下，开
年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国家统
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2月
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新动能
继续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工业生产加快，高技术制造业
和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1至2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5%，比 2021年 12月份加快
3.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4%、9.6%。

市场销售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加快。1至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6.7%，比2021年12
月份加快5.0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2.2%，
比2021年加快7.3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
持续改善。1至2月份，货物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13.3%。民营企业进
出口增长16.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
重为48.2%，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
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温和上涨。1至2月份，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163万人；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9%。

“综合来看，在宏观政策发力和

市场主体努力的共同作用下，1至2
月份，我国经济恢复的势头向好，为
今年一季度开好局奠定了坚实基
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当前全球疫情扩散
蔓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
冲突加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加
大，国内经济恢复仍不均衡，经济持
续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后期走势仍
待观察。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确保经济行稳致远。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开年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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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按 照《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
19号）评价，2022年 1月，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其
中，优级天数比例为84.4%，良级天

数比例为15.6%，无轻度及以上污染
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分
别是五指山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市县
分别是东方市、临高县和定安县。
2022年1月全省19个市县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如右：

2022年1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1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2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

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2月23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沙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亚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万宁市

澄迈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574

1.624

1.649

1.657

1.660

1.673

1.767

1.773

1.927

1.962

排名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昌江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屯昌县

海口市

定安县

临高县

东方市

/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962

1.984

2.020

2.042

2.118

2.138

2.165

2.277

2.291

/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