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
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各地区各
部门各方面正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
作，要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当前防控形势怎么看？精准防
控怎么干？为何我国要坚持动态清
零？围绕这些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
记者采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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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组长梁万年。

“常态化防控的各项措施要作为
刚性要求，严格落实。”梁万年说，“疫
情防控首先要筑牢防线，不能有丝毫
的松懈和麻痹。”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张漫子）记者从21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3月20日16时至21
日16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7例，均为确诊病例，其中东
城区4例、朝阳区3例。

此次新增的7例确诊病例均与此
前发生疫情的榆乐轩烤鸭店相关。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

星火介绍，其中一名感染者曾于3月
10日前往榆乐轩烤鸭店聚餐。在榆
乐轩烤鸭店发生疫情并已向社会通
报感染者轨迹后，其在接受社区排
查时，否认自己去过榆乐轩烤鸭店，
未及时作为风险人员被管控，导致
其 5名家人被感染，其与家人到访
过的超市、餐馆等多个社会点位被
管控，小区被封控，众多人员被隔
离，加大了疫情传播风险，增加了社

会防疫成本。
庞星火提醒，当前北京市新冠肺

炎病毒感染者持续增加，且呈现多条
独立链条。与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
人员、接到健康宝弹窗提示的人员立
即向社区、单位报告，配合各项防控
措施；接到社区排查电话时一定要积
极配合，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
如实报告个人活动轨迹，对个人和家
庭负责，履行好个人防控责任。

北京新增7例本土确诊病例
1人隐瞒烤鸭店聚餐史致5名家人感染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动摇，我国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尽快控制局部聚集性疫情。

为何坚持动态清零？梁万年说，把奥密克戎变异株导
致的疫情认为是“大号流感”，目前为时过早。对于个体来
说，得病后出现重症的概率可能下降，但奥密克戎传播速度
快，感染人群的绝对数大，作为整体的人群重症和死亡数量
就会高，这仍是一个巨大危害。

“坚持动态清零，也是巩固我们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梁万年说，过去两年多的防控实践，我们形成了抗疫的一套
理念策略和具体措施，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也有效平衡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成果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这个时候不能有丝毫的松
懈和麻痹”。

梁万年表示，动态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准。如果
对每起疫情都不追求动态清零，社会面上的传播将积少成多，
持续连接起来，最终将形成规模性的反弹。

“发生病例和疫情后，都能快速识别，快速处置，快速切
断疫情传播链，积小胜为大胜，我们总体上就会向动态清零
的目标逐渐迈进。”梁万年说。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董瑞丰 李恒）

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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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梁万年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
速度更快、隐匿性更强，从全球范围看，都带
来疫情水平快速上升。

“目前疫情点多、面广、频发，并不意味着
我国防控策略、方针和措施的无效。”梁万年
说，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后，世界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疫情水平在短时间内都出现指数级上
升。“但我国疫情水平上升缓慢，这正是因为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干预措施，遏制了
疫情上升势头。”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医疗卫生条件差异
不小，加上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巨大，防控专家
对疫情扩散的风险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新冠病毒非常狡猾，我们目前还没有能
力做到一个病例都不发生。”梁万年说，但我
们必须认识到病毒的潜在危害性，必须下大
决心、下大力气尽快控制疫情，使其不会造成
持续性的社会传播和大范围的流行。

目前，各疫情发生地的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正在
有序、有力推进，努力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

“应治尽治”“应管尽管”，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只要发现疫情，我们就有一系列办法把疫情

遏制在萌芽状态。”梁万年说，关键是怎么做到早发
现，以及发现以后确保早处置。

梁万年表示，一是加强监测，尤其是对重点场
所、重点人群，要强化日常监测和常态化防控要求，
完善多点触发预警机制，提高发现及时性。

二是快速出手。一旦发现疫情，属地政府、部
门、单位必须迅速落实防控要求，早报告、早诊断、
早隔离。

同时还要做到精准，包括精准流调，精准识别
密切接触者，精准划分管控区、封控区等，努力用最
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就怕有懈怠、犹豫或侥幸心理。”梁万年说，
要打破“不施加干预，病毒传播也会变慢”的幻
想。如果发现得晚，或者发现后没有及时采取干
预措施，病毒是会发生指数级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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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清零的精髓是快速和精准
——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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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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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彭韵佳）为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国家医保局
办公室21日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当
前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明确参保人在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发
生的相关费用按统筹地区现行规定

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试剂的费用，可使用个
人账户支付。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要及
时调整优化疫情防控医疗保障政策
措施，按程序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
剂及相应检测项目临时性纳入本省

份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持续
规范和优化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新冠
病毒抗原检测服务的价格政策。

各省级医保部门要参照相关要
求，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新增药品临时性纳
入本省份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对调

出最新版诊疗方案且不在基本医保
目录内的药品，应在最新版诊疗方
案发布之日起停止医保支付。

对新增的奈玛特韦片/利托那
韦片，由医疗机构按照企业与有关
部门沟通一致的价格采购，医保部
门按规定做好支付。

通知明确，支持疫情严重地区
医疗机构正常运转，必要时可按程
序预付部分新冠救治资金。同时，
要扎实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
用保障，落实核酸和抗原检测项目
价格政策，实施“长期处方”、互联网
诊疗等结算报销政策。

新华社长春3月21日电（记
者段续 姚湜）记者从长春市委了
解到，本轮疫情中，两名基层党员
干部在疫情防控一线因公殉职，3
月21日长春市委决定追授两人为
长春市优秀共产党员。

贺晓燕，女，汉族，吉林公主岭
人。1973年 3月出生，1994年 7
月参加工作，2000年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系公主岭市响水镇
中学副校长。2022年3月12日在

执行疫情防控任务中遭遇车祸，不
幸因公殉职。

孙勇，男，汉族，吉林松原人。
1983年2月出生，2010年3月参
加工作，2010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生前系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
中心（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第三党支部书记、高级工程
师。2022年3月13日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突发心脏疾病抢救无效，不
幸因公殉职。

长春两名基层党员干部
在疫情防控一线因公殉职

国家医保局：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临时性纳入医保

民政部要求

各地祭扫服务政策措施
严禁“一刀切”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高蕾）民政部
21日召开2022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坚决落实
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要求，抓紧制定与当地
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祭扫服务政策措施，严禁“一刀
切”、简单化，既要避免出现聚集性疫情和规模性
反弹，又要努力满足群众的祭扫需求。

会议强调，确保人民群众健康祭扫、安全祭
扫、文明祭扫是今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重点任
务。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要组织开展
殡葬服务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存在的问
题，堵塞服务管理漏洞；要加强对殡葬服务设施、
较为分散的农村公益性墓地及历史埋葬点的用
火管理，严防因祭扫活动用火引发火灾等安全事
故的发生。

会议还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清明节集中祭
扫的契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祭扫服务载体，大力推
广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扫
方式；引导群众自觉将清明节祭扫与弘扬优良家
教家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结合起来，积极推动丧
葬礼俗改革。对提供网络祭扫服务的平台、公众
号、网站，各地要加强评价监督，对违法违规者，要
及时会同网信部门予以查处。

世界田联官网：

中国男子接力队
获东京奥运会铜牌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世界田联官网近日
更新了包括苏炳添在内的中国男子4X100米接
力队成员资料介绍，在荣誉一栏中，均添加了“奥
运会铜牌得主”。

在去年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4X100米决
赛中，由苏炳添、谢震业、吴智强和汤星强组成的
中国队跑出37秒79的成绩，位居第四，意大利
队、英国队和加拿大队分获前三名。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今年2月18日发
布公告，认定英国短跑运动员奇金杜·乌贾在东京
奥运会期间违反了反兴奋剂条例，乌贾在东京奥
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和男子100米比赛
中取得的成绩都将被取消。

由于英国队的银牌被收回，加拿大队递补银
牌，而排名第四的中国队递补铜牌。这也是中国
男子接力队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北京东城：

有序开展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3月21日，在北京市东城区
安定门街道钟鼓楼文化广场核
酸采样点，医护人员为居民进行
核酸采样。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继续落
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有序开展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工作，严防疫
情蔓延扩散。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刘诗平）3月
22日是第三十届“世界水日”，22日至28日是第
三十五届“中国水周”。今年我国纪念“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活动的主题，是“推进地下水超采 综
合治理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近年来，我国各地根据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
划和超采区评价成果，制定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方案，开展地下水超采治理，效果正逐渐显现。”水
利部水资源司司长杨得瑞说。

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地下水开采总量为
892.5 亿立方米，较 2012 年减少约 242亿立方
米。据了解，我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华北地区
是重点。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地下水压采和华北
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及
地下水开发利用严格管控与保护措施的有效实
施，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状况开始好转。

监测分析表明，治理区地下水水位与综合治
理前相比总体回升，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和地下水
回补效果明显。

2021年12月底，京津冀治理区浅层地下水
水位较2018年同期总体回升1.89米；深层承压
水水位平均上升4.65米。经测算，通过河湖生态
补水累计入渗回补地下水近80亿立方米。

同时，河湖生态状况持续改善。2021年，京
津冀22条（个）河湖累计实施河湖生态补水85亿
立方米，永定河、潮白河、滹沱河、大清河、南运河
等多条河流全线贯通，形成最大有水河长2355公
里，最大水面面积750平方公里，水生生物和岸坡
植被恢复良好，水质较补水前明显好转。

记者了解到，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状况开始
好转。但是，我国地下水超采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杨得瑞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抓紧组织制
定华北地区、全国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方案，以京津冀、三江平原、松嫩平原、
辽河平原及辽西北地区、西辽河流域、黄淮地
区、鄂尔多斯台地、汾渭谷地、河西走廊、天山
南北麓及吐哈盆地、北部湾地区等11个区域为
重点，明确治理目标、措施、任务，巩固华北地
区地下水治理成效，深入推进全国地下水超采
治理工作。

我国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取得成效
将以11个区域为重点进一步推进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