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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彭韵佳 顾天成）据国家医保局最新消
息，我国目前已经接种32亿剂次疫
苗，疫苗费用1200余亿元。疫苗支出
费用在医保基金可承受范围内。

2021年2月，国家正式启动居民
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疫苗采购和
接种费用主要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
负担。

居民免费接种疫苗初期，新冠病
毒疫苗生产企业少、产能不足，全球范
围内供求矛盾非常突出。经国家医保
局反复沟通协调国内疫苗生产企业，
首轮将灭活疫苗采购价格降到不超过
90元/剂，整体低于企业供给国际价
格。后又多次与企业磋商，推动企业
连续降价，先后降至40元/剂、20元/
剂左右。近期，国家医保局已再次组
织与企业谈判磋商，新的议定价格已
降至更低水平。

我国新冠疫苗支出
费用1200余亿元
在医保基金可承受范围内

核酸检测价格再降

单人单检价格
不高于每人份28元

上海浦西地区：

第一次核酸检测采样
超过1400万人

据新华社上海4月2日电（记者
袁全 胡洁菲）记者从4月2日举行的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截至4月1日24时，上海
浦西地区第一次核酸检测采样超过
1400万人，目前正在检测中。

4月1日，上海新增260例新冠肺
炎本土确诊病例和6051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260例确诊病例中，8例在
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250例在相关
风险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2例为无
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6051例
无症状感染者中，5402例在闭环隔离
管控中发现，649例在相关风险人群
核酸筛查中发现。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增多，不能掉
以轻心。”张伯礼表示，“西医无症状，中
医有证候”，对于无症状感染者要积极
重视，特别是年龄大、有基础病、体质
弱、肥胖、有不良生活嗜好等高危因素
的人群。一是虽无症状，但一样有传染
性；二是今天无症状，部分患者可能两
三天就出现症状了。因此宜采用“先症

而治，截断病势”治疗策略，根据中医证
候进行治疗，可以促进核酸转阴。

他表示，对于轻症也不能忽视，关
键在早期干预。新版方案指出将轻型
患者集中隔离管理，是说轻症可以不
去医院，可以去方舱或宾馆隔离观
察。不去医院可避免轻症患者挤兑医
疗资源，但并不是可以不治疗，尤其对

上述所说的高危人群，用中药治疗有
确切的疗效。

“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
等防疫措施依旧需要坚持做好。”张伯
礼强调，这些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很
长一段时间都要坚持。

（新华社天津4月2日电 记者白
佳丽 张建新）

此轮疫情能否“管得住”？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英国单周新增病例数创新高

专家批评“与新冠共存”
英国国家统计局4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英国单周新增新冠病例数超过490万例，创下
新高。英国政府从4月1日起不再为大多数民众
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此举招致该国科学界
不少反对声音，专家批评英国“与新冠共存”实际
是通过感染病毒与病毒共存，呼吁加强防控。

由于检测不完全等原因，英国国家统计局当
天公布的是估计数据。估计在截至3月26日的
一周，英格兰新增新冠病例数超过412万例，加上
威尔士、北爱尔兰、苏格兰的数据，新增病例总数
超过490万例。在这一周，英格兰和威尔士感染
新冠的人口比例增长明显，但北爱尔兰和苏格兰
的相关趋势不明确。

数据还显示，在上述一周，英格兰和威尔士感
染奥密克戎毒株的亚型BA.2的人口百分比增加。

英国雷丁大学微生物学家西蒙·克拉克日前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感染奥密克戎“不仅
仅是一场流感”，那种认为新冠病毒必然会越来越
弱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但不幸的是在英国和世
界其他一些地区，有一部分人一直试图淡化这次
大流行的严重性”。

从4月1日起，英国政府不再为大多数民众
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根据新规定，能享受
免费检测的有症状人员包括在医疗上有必要的住
院患者，某些在“高风险状态”生活和工作的人员；
能享受免费检测的无症状人员范围仅为处于特别
高风险环境中的人。

英国不少专家警告，此举将使易感染人群处
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克里斯蒂
娜·帕格尔说，数百万人将无法在有新冠症状等情
况下负担起自我检测费用，随着新冠感染病例和
入院病例数不断攀升，现在“不是取消免费获取最
重要的公共卫生基本工具之一的时候”。

（新华社伦敦4月1日电 记者郭爽）

英国卫生安全局：

将持续监测新冠
重组毒株XE相关情况

新华社伦敦4月1日电（记者郭爽）英国卫
生安全局日前发布报告称，新冠病毒出现重组毒
株并不罕见，目前没有足够证据得出重组毒株
XE在增长优势或其他特性方面的结论，该局会
持续监测相关情况。

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报告涉及3种重组毒株：
XF、XE和XD。其中，XD和XF是德尔塔毒株和
奥密克戎毒株的亚型BA.1的重组毒株，XE是奥
密克戎毒株的亚型BA.1和BA.2的重组毒株。

报告称，迄今为止，英国报告了637例XE毒
株感染病例，最早的样本日期为今年1月19日。

此外，英国报告了38例XF毒株感染病例，但
自2月中旬以来未发现相关感染病例，目前没有
证据表明英国境内出现该毒株的社区传播。全球
数据库迄今已报告49例XD毒株感染病例，其中
大部分在法国，英国尚未发现。

据英国卫生安全局介绍，一个人同时感染两
种或更多变异毒株时，这些毒株的遗传物质在患
者体内混合，就可能出现重组毒株。

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医疗顾问苏珊·霍普金
斯说，重组毒株并不罕见，特别是在几种变异毒株
同时流行时。在大流行期间已发现了几种这样的
毒株，与很多其他种类的毒株一样，大多数重组毒
株会较快消亡。

新华社上海4月2日电 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实
李克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日上午从
吉林赶赴上海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抵
沪后即与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负责同志
交换意见，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
干部群众的关心和慰问。孙春兰强
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
不动摇，态度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有

力，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加紧推进应检尽
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有
关部门要发挥各自职能和专业优势，
调集检测能力、医务人员、防控物资等
资源力量，强力支持上海防控工作，同
心协力尽快打赢这场大仗硬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
书记李强出席有关活动。

当前，上海疫情处于高位流行，各

项防控措施正在有力有序推进。孙春
兰听取国家专家指导组汇报，到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
有关专家座谈会，实地考察世博展览
中心方舱医院、长宁区新泾五村，了解
流调排查、转运收治、社区管控等措施
的落实情况。她指出，在2500万人口
的特大城市应对奥密克戎疫情，还要
保持核心功能的正常运转，任务艰巨、
挑战巨大。要尽快提升核酸检测能

力，周密组织开展全员核酸筛查，不漏
一户、不落一人，抓紧摸清疫情本底。
要改扩建方舱医院和定点收治医院，
备足隔离房间，快速转运收治感染者，
及时开展流调排查，追踪管控风险人
员，做到日清日结。要从严从紧加强
社区管控，保障好居民基本生活和正
常就医需求，开展区域协查，严防疫情
外溢。对关键行业、重点机构等要实
行严格的闭环管理，确保核心功能正

常运转、供应链产业链畅通。
在吉林市期间，孙春兰每天召开专

家座谈会分析研判疫情形势，每晚视频
调度各区县应收尽收、应隔尽隔，推动
实施社会面“清零”行动，集中资源力量
对疫情较重的船营、昌邑、高新三个区
发起总攻，推进流调排查、“四应四尽”、
社区封控、服务保障等综合防控措施落
到实处。目前，吉林市社区新发现的感
染者明显下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孙春兰强调

尽锐出战 以快制快
用最短时间遏制疫情扩散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田
晓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
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做出了重
要贡献。日前公布的《“十四五”中医
药发展规划》提出，提升中医药参与
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置能力。

在完善中医药参与应急管理的
制度方面，规划提出，在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
法规制修订中，研究纳入坚持中西医
并重以及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加强中医救治能力建设等相关内容，

推动建立有效机制，促进中医药在新
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加强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建
设方面，规划提出，依托高水平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建设覆盖所有省份的
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依托基地组
建中医疫病防治队伍，提升中医紧急
医学救援能力。

同时，规划提出，三级公立中医
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不含中医
专科医院）全部设置发热门诊，加强
感染性疾病、急诊、重症、呼吸、检验

等相关科室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并
将“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
合医院（不含中医专科医院）设置发
热门诊的比例”设为主要发展指标
之一，给出到2025年达到 100%的
目标值。

在强化中医药应急救治支撑保
障方面，规划作出加强中医药应急科
研平台建设、加大国家中医药应对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疫病防治骨干人
才培养力度、完善中药应急物资保障
供应机制等安排。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监测统计中

心主任李宗友表示，规划按照“平战
结合、专兼结合、协调联动、快速反
应”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医紧
急医学救援能力，提升中医类医院防
治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水平，通过设置

“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
院（不含中医专科医院）设置发热门
诊的比例”这一规划中唯一一个约束
性指标，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国家对中医药防疫寄予的厚望，显
现了中医药在未来参与新发突发传
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具
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日前公布

我国将促进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是3月28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左）
在吉隆坡参观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展的资料照片。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4月2日发表公告说，马来
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和夫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公告说，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和夫人症状轻微，
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近期，我国
本土聚集性疫情
呈现出点多、面
广、频发的特点，
疫情防控工作依
然面临严峻挑
战。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伯礼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即便是
面对奥密克戎变
异株，只要采取
积极有效的防疫
措施，依旧可以
得到控制。“希望
大家坚定信心。”

张伯礼认为，目前世界上很多
国家都已经“躺平”，我国百姓最关
心的问题是，目前阶段奥密克戎变
异株引发的多点散发、局部规模暴
发的本土疫情到底能否得到有效的

管控？我国疫情防控经验证明，靠
有效的政府行政措施，以及广大群
众的积极配合，可以实现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的目标，即便出现疫情局
部规模暴发的情况，也依旧可以很

快将其控制住。
“因此，我相信即便是面对奥密

克戎变异株，只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依旧可防可控。大家要坚定信心。”
张伯礼说。

本土疫情到底能否得到有效的管控？

张伯礼表示，无症状感染者人数
多、比例高是本轮疫情的明显特点。他
解释，这一新特点的出现，首先与奥密
克戎变异株自身特点有关，奥密克戎变
异株传染力增强，但毒性相对减弱，临

床症状也会相对较轻，很多感染者感染
后短时间内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

此外，张伯礼认为这与我国及时
筛查、早期就发现感染者相关；也与疫
苗接种率不断提高密切相关。他表

示，疫情出现后各地均进行了大范围
筛查，因为发现较早，不少患者尚在感
染初期，尚未出现感染症状。“另外，我
国居民已经大规模进行了疫苗接种，
人群的机体免疫力增强。”

为何此轮疫情中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多、比例高？

张伯礼介绍，新冠病例少部分出
现复阳，但却不再具备传染性，这点已
经得到全球大多数专家的公认。截至

目前，尚未发现复阳病例传染他人的
现象。他表示，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治
疗过程中，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复

阳率会进一步降低，目前天津等地采
取的“治疗和康复一体化”干预模式，
对于减少复阳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新冠病例复阳是否还有传染性？

对疫情防控还有哪些建议？

4月2日拍摄的哈尔滨市应急方舱医院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
目前，哈尔滨市应急方舱医院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4月底前完工交付使用。该应急方舱医院共设计2000人

床位，同时配套建设供500名医务人员和300名后勤保障人员使用的工作和生活系统，旨在进一步提升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哈尔滨加紧建设
应急方舱医院

为适应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的形势变化

降低大规模核酸筛查和高
频率检测的成本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关于降低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价格和费用的通知》

单人单检
降至不高于每人份28元

多人混检
统一降至每人份不高于8元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制图/孙发强

明
确

4月2日联合印发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名男子佩戴口罩出行。
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亚型BA.2

持续传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
等地近日病例激增。 新华社发（胡泾辰 摄）

澳大利亚新冠病例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