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视点
3月28日起，上海市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以黄浦江为界，先浦东后浦西，先

后严格封控管理4天。这是2020年以来，上海规模最大的核酸筛查。
上海为何要进行新一轮核酸筛查？封控期间如何保障居民生活和就医？金融

市场、重点产业如何做到平稳运营？“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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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国务院
反拐部际联席会议电视电话会议3月
2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
示。批示指出：打击治理拐卖人口事
关家庭幸福、社会安宁。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
正在开展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

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拐卖情况，及时
做好被拐人员解救关怀、安置康复、隐
私保护、回归家庭和社会等工作；拐卖
人口伤天害理，对涉案犯罪分子要坚
决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各级政府要
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
作配合，担当作为、压实责任，对漠视
群众利益的严重失职失责行为要严肃
追责。要坚持综合施策，打防结合、标
本兼治，整合各方面资源，健全反拐长

效机制，坚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正义。

国务委员、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
议总召集人赵克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综合施策，深化标本兼治，扎
实抓好反拐行动计划各项任务措施的

推进落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要深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从严从快惩处
拐卖犯罪，切实维护法治权威，形成有
力震慑。要着力健全预防犯罪机制，加
快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群防群治工作
体系和预防拐卖犯罪网络，切实加强被
拐人员救助、安置、康复和回归社会等
工作，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
系，深入开展反拐宣传教育培训，坚决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要坚持齐抓共管，着力构建“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协
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
反拐工作新格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
联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国务院反
拐部际联席会议和省市县三级反拐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对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深入推进正在开展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新华社上海3月29日电（记者
袁全）在3月29日举行的上海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
市有关方面介绍，上海新一轮核酸筛
查首日总体平稳有序。截至28日24

时，上海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共筛
查超过826万人。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
员吴乾渝介绍，按照上海市委市政
府统一部署，28日起实施了浦东、

浦南及毗邻区域的核酸筛查和区
域管控工作，总体平稳有序，累计
组织1.7 万名采样人员，设置6300
个采样点，得到了江苏、浙江两省
的大力支持。

3 月 28 日，上海新增 96 例新
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4381例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96例确诊病例
中，7 例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68例在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中

发现，21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确诊病例。4381例无症状感染者
中，3824 例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
现，557例在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
查中发现。

上海新一轮筛查首日：

筛查超826万人 总体平稳有序

聚焦上海最大规模核酸筛查

3月28日起，上海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
格化核酸筛查，以黄浦江为界
分区分批实施。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副院长吴凡说，前一阶段，
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发现了较多感染者并

进行有效管控。
“通过分析筛查结果，我们

发现上海疫情呈现区域聚集和全
市散发两个特点并存，存在面上
暴发的潜在风险。”吴凡说，经综
合研判，有必要采取更果断、坚决
的措施，进一步降低人群的社会
流动性，快速排查发现感染者，
着力消除病毒隐匿的社区传播。

上海为何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焦点1

上海本轮疫情发现了较多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特
别是近日来，每日新增阳性感
染者以较快速度增长。28日，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6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4381例。

据悉，上海将加快建设集
中隔离救治场所，进一步提高
收治能力。

截至3月27日，上海除原
已设置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等定点医院外，市、区两级
启用了6家后备定点医院，改
建了2家体育馆、1家人才公
寓、1家大型展览馆。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
雷说：“目前，我们还选择了大型
公共设施，启动后续建设计划。”

对筛查出的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如何尽快收治？焦点2

上海本轮筛查分两批依次
开展，每批次地区严格封控管
理4天，其间间隔至少24小时
开展2次核酸检测。

为提高检测能力，上海之
江医学检验所的工作人员24小
时“三班倒”，实现“人不停，机
不停”，加快处理核酸样本、出
具检测报告。目前，之江的核
酸检测能力由疫情发生前的日

检测量2000管迅速提升至近3
万管。

“在政府支持下，我们的检
测能力从最初的单日6万管，增
加到目前的25万管，尽可能加
快出报告进度。”第三方检测机
构宝藤医学负责人楼敬伟说。

此外，浙江、江苏的多支核
酸检测队伍已于28日抵达上
海进行支援。

核酸检测能力如何保障？焦点3

“生活物资既要买得到，也
要拿得到。”上海市商务委主任
顾军说，目前，除电商平台，上
海主要实体商业企业也开辟了
线上订购渠道。

社区建立由党员、社区工
作者、机关干部、志愿者等组成
的服务保障队伍，做好“最后
100米”配送到家服务。

28日清晨6点，美团买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云山路站约

30名配送骑手开始了一天的
订单配送。站长邹欣介绍，从
28日清晨6点到当日中午12
点，站点配送量已超过 3000
单，是疫情初期的3倍左右。

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罗
山一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侯海
燕说，她所负责的3个居民小区
已建立微信群，封控小区内居
民家庭如有物资短缺，可第一时
间在群内反映，由社区进行保障。

封控期间居民生活如何保障？焦点4

上海新一轮核酸筛查不仅
包含了浦东新区全域，还包括
松江区泖港镇等浦南区域。

28日是泖港镇曙光村村
民朱引芳去做血液透析的日
子，按照计划，她每周要去医院
三次。

得知这一情况后，曙光村
党总支书记卢巧红立即上报镇
医疗保障小组，协助开具证
明。考虑到朱引芳双目几乎失
明，还安排了志愿者协助接送。

邬惊雷说，上海已制定工
作方案，要求各医疗机构保障
急诊绿色通道畅通，保障发热
门诊、血透、重症、产科等重点
科室服务和在院患者收治。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此
次封控中，基层医疗机构既要
开展大范围的核酸检测，又
要及时满足闭环就医需求，
面临较大压力。目前，封控
区域的医疗资源正在全力协
调改进。

封控期间居民紧急就医怎么办？焦点5

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
心区，浦东的陆家嘴金融城集
聚了600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
货交易所等10余家金融要素
市场。陆家嘴的一举一动，牵
动着全国金融市场“神经”。

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28日照常开市。为
了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上
交所27日晚间就疫情防控特
殊时期相关业务开展作出调

整和衔接安排，推出30条措施
优化自律监管与服务方式。

27日晚间，位于浦东新区
的中国银联信息总中心灯火
通明，应急保障小组的80余名
成员坚守岗位，维护跨行转接
清算系统平稳运行。

在浦东陆家嘴的商务楼
宇里，各大金融机构纷纷采取

“现场+远程”“核心岗位24小
时人员驻守”等方式，提高封
控期间的应急响应级别。

如何保障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焦点6

浦东还是上海国际航运
和贸易中心核心区，封控期间
国际客货运如何通行？

“作为国际贸易中心，进出
上海的货轮不能等，国际供应
链不能停。我们启动紧急预案，
保证口岸通关秩序如常。”上海
外高桥港区海关关长王坚亮说。

3月27日晚，驻守长江口的
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一声令下，56
名关员即刻离家赶往工作单位。

28日一早，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
与往常一样开启查验等工作。

目前，上海港单日集装箱
吞吐量保持在14万标准箱左
右，属于港区作业正常水平。

上海的机场、铁路、国际
客货运正常运行。同时，加
强省际道口管控，提倡非必
要不来沪、非必要不离沪，离
沪时需持48小时内的核酸阴
性证明。

国际客货运如何运转？焦点7

浦东新区的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在全国占据
重要地位，全国最大的两家芯片
制造企业均位于浦东。如何最
大限度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通知发布时，位于浦东外
高桥保税区的集成电路封测
企业安靠科技正处于换班
时间。看到通知，安
靠科技中国区总

裁曹持论和管理层赶紧动员
下班的工人留在厂里，保障工
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

“大家配合度非常高，很多
回家的员工也赶回厂里。到28
日中午已有2500多名员工留
在工厂，能够保障80%以上的

产能。”曹持论说。
（据新华社上海3

月29日电）

如何保障重点产业不停工？焦点83月28日，在上海市金
山区山阳镇的叮咚买菜站
点，工作人员在准备为居民
配送订单。 新华社发

3月28日，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支援队的
医护人员在浦东昌里小区为
居民做核酸采样。 新华社发

湖北等3省区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王蒙徽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应

勇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信长星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同志不

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梁言顺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

委、书记，陈润儿同志不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任沁沁）记者
29日从公安部获悉，为从源头减少买分卖分行
为，公安部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
管理办法》对买分卖分以及组织他人实施买分卖
分牟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该办
法将自4月1日起实施。

实践中，一些机动车驾驶人为避免记满12
分，请他人顶替处理交通违法和记分，严重损害法
律制度的权威性和记分制度的教育引导功能，严
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特别是一些不法人员以此
牟利，组织、介绍买分卖分，影响十分恶劣。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机动车驾驶人请他人代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
记分并支付经济利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处所支付经济利益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五
万元；同时，依法对原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
罚和记分牟取经济利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五万元，
一次记12分；同时，依法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

组织他人实施买分卖分牟取经济利益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但
最高不超过十万元；有扰乱单位秩序等行为，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在最近三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买
分卖分受到过处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
受理其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
的申请。

4月1日起驾驶证
买分卖分将被重罚

新
华
社
发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动工
将再现“三星伴月”景观

新华社成都3月29日电 （记者童芳 冯家
顺）29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在四川广
汉市开工，新馆将再现“三星伴月”景观。三星堆
博物馆以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为目标，力争成为
中国文旅新地标。

据了解，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位于三星堆博物
馆园区内，占地面积66亩，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
米，是现有场馆建筑面积的5倍。新馆除了展示
三星堆1、2号“祭祀坑”文物外，还将展示新一轮
考古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设计秉承“馆园结合”的理
念，统筹考虑与遗址公园、现有展馆的关系，将新
馆和游客中心一体化设计。主体建筑的三个单元
体朝向三星堆遗址区、老馆及公园区，形成“博物
馆”与“遗址区”之间的时空对话。

“计划打造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使之成为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
展的国家文化标识。”广汉市委副书记、三星堆遗
址管委会主任王居中说。

整个项目分为主体工程和展陈工程两个部
分，总投资14.33亿元。主体工程计划一年内完
成；展陈策划设计同步启动，展陈工程预计于
2023年10月完成。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联合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
担施工和设计任务。施工方将利用智慧工地系
统，保证工程建设安全、绿色、高效。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三星堆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李文博介绍，根据现有的方案，整个博
物馆将由三个起伏相连、相互堆叠的圆弧形建筑
构成，立面墙体与二号馆外墙相连环抱一方水潭，
形成“三星伴月”之景。

3月29日凌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白
犀牛“维维”成功产下一头雄性幼崽，目前新生幼
崽已顺利吃上母乳，健康状况良好。图为新生的
白犀牛幼崽与母亲“维维”在一起。 新华社发

广州长隆迎来新生白犀牛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