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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下降，但有的地
方本土传播尚未完全阻断，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有些地区组织
了大规模核酸检测，应注意什么？老
年人是否应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
权威解答。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
察专员郭燕红表示，核酸检测是早期
发现感染者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可
以早期发现疫情，另一方面也使得感
染者能够早诊早治。

“在怀疑有社会面传播的时候，
开展区域一定规模的核酸检测，能够
第一时间锁定感染人群、确定感染范
围，能够更精准地识别相关感染的点
位，这是大规模核酸检测发挥的作
用。”郭燕红说。

一旦确定了相应的高发人群、高
发地点，就要更精准地识别相应的感
染者。要坚持区域性的核酸检测工作
与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相
结合，这样既有利于疫情防控工作，更
有利于感染者的早发现、早诊治。

郭燕红表示，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不仅仅要具备基本的检测能力，更重
要的是要做好组织管理，有四点要注
意——

一是要做好工作预案和组织管
理。各地提前做好工作预案，明确组
织架构，理顺“采样-转运-检测-结

果回报”全链条的工作流程。一旦需
要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时候，能够
迅速地启动预案，提高效率。

二是要优化采样点的设置布
局。采样点的布局要综合人口数量、
地理交通以及核酸检测机构的布

局。为了方便老百姓就近采样，原则
上以小区为单位设置采样点。

三是要加强采样现场的组织管
理。要设立清晰的指引标识，规划好
进出路线，保证所有的采样人员单向
流动，明确采样流程和注意事项。做

好分时段的预约，减少大家在短时间
内聚集。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老年
人、孕妇、孩子，设立“绿色通道”，增
强人性化关怀。

四是社会公众要给予积极配
合。参加核酸检测的公众要戴口罩，

不聚集，保持安全距离，自觉地服从
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采样过程中
不要触碰采样台及采样台上任何物
品，采样结束后尽快戴上口罩，迅速
离开现场。

对于老年人是否应接种新冠疫苗
加强针，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表示，从目前我国奥密克
戎流行的地区，尤其是广泛、严重流行
的地区监测和评估结果可以看到，未
接种疫苗和接种两剂次、接种三剂次
之间的保护作用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接种两剂次和接种三剂次之间对于预
防重症和死亡作用也有明显差别。

有关专家对吉林市做了研究，在
60岁以上的人群中，未接种疫苗和
仅接种一剂次疫苗者重症的发生率
是接种两剂次、接种三剂次疫苗者重
症发生率20倍以上。

“各地按照国家的各项工作要
求，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的组织实
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说，要充分考虑老
年人接种需求，延续前期接种工作中
的各项便民措施，推进精准预约，设
立老年人接种“绿色通道”，开展流动
接种服务。

雷正龙提示，疫苗接种对于预防
重症和死亡有明显效果，希望老年朋
友们积极尽快接种疫苗。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宋晨 董瑞丰）

有的地方本土传播尚未完全阻断

老年人是否应接种加强针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陈旭）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关于以个人
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
业人员自愿暂缓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有关工作的通告》，明确在北
京市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

灵活就业人员，如缴纳 2022 年度
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可自
愿申请缓缴 ，未缴费 月度 可于
2023 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年限
累计计算。

据悉，参保人如确需暂缓缴纳
2022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可登录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

方网站，在“2022年阶段性缓缴社
会保险费”的“个人暂缓缴纳养老
保险费”模块，选择“我要暂缓缴养
老”按钮。自愿暂缓缴纳费款所属
期为申请当月及以后的每月基本
养老保险费，只需选择一次。享受
社保补贴的参保人补缴养老保险
费时补贴不变。

申请缓缴后，参保人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选择恢复正常缴费。如参
保人选择的缓缴期限到今年年底，无
需参保人再操作，系统自动将参保人
缓缴时间延续至年底，无须每月选
择。从2023年1月起，系统将自动
把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方式调整
为按月缴纳。

对参保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

北京实施养老保险费缓缴
北京定点医院共收治
1015例新冠感染者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张骁 夏子麟）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北京市
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14日在北
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4月22日以
来，北京市定点医院共收治1015例
新冠肺炎感染者，其中地坛医院收
治574例，小汤山医院收治441例。

徐和建表示，目前，地坛医院
在院376例，其中轻型278例，普
通型61例，重型1例，无症状感染
者36例；小汤山医院已开放3个隔
离单元，共计420个床位，目前在院
275例，其中轻型207例，无症状感
染者68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北京市疫情
正处于胶着状态，零星散发病例与
聚集性疫情交织，传播链条仍未完
全阻断，要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
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张骁 夏子麟）在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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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聚集性疫情相关单
位和人员被问责。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副
书记钱桂林在发布会上表示，5月3
日以来，中国铁建所属中铁十一局

三公司在北京3个项目部发生聚集
性疫情，暴露出中铁十一局疫情防
控存在漏洞，给首都疫情防控工作
造成不良影响。依据北京市及房山
区纪委监委对此起聚集性疫情事件
的调查，中国铁建党委、纪委对中铁
十一局党委和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党
委给予通报批评；对中铁十一局党

委书记、董事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陈志明等6名责任人员予
以问责处理。

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市
监察委员会委员张丽红在发布会上
表示，北京农商银行空港办公区发生
聚集性疫情。经查，北京农商银行在
履行疫情防控企业主体责任中存在

落实属地居家办公要求不到位、员工
到岗率不符合属地规定、工位布局不
符合防疫要求等问题。北京农商银
行党委对此次聚集性疫情的发生应
负全面领导责任，对北京农商银行党
委予以通报问责；对北京农商银行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金山等5名责任人
员予以问责处理。

北京：

两起聚集性疫情相关单位和人员被问责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记者
胡洁菲 袁全）记者从5月14日举行
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目前上海划分的三区数
量已达7.3万余个，其中封控区5158
个，涉及人口数 182 万；管控区
17914个，涉及人口数325万；防范
区49537 个，涉及人口数 1807万。
防范区的数量已是封控区加上管控
区的2倍多，所涉及人口数则达到封

控区加管控区的3倍多。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

说，目前发现的阳性感染者，99%以
上都是在封控隔离期间被发现的，这
说明相关流调工作越来越细，区域划

分更精准、区域范围更小，也说明三
区划分的措施对于防止疫情蔓延和
扩散起到了作用。

接下来，上海还要进一步加强三
区相关管理，确保居民在封控区做到

“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控区做到
“人不出小区（单位），错峰取物”；防
范区尽可能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同时，继续对重点场所、重点区域强
化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截至5月12日，上海市、区两级疾
控机构已经对这波疫情60多万例阳性
感染者开展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
在调查过程当中排摸了密接和次密接
220多万人、筛查风险人员370多万人。

上海三区划分措施起作用

防范区所涉人口数达封控区加管控区3倍多

5月13日新增本土病例253例
治愈出院病例866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967461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331509例（出院61067例，死亡9359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82例（出院82例）

台湾地区635870例（出院13742例，死亡1009例）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截至5月13日24时

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6353例（其中重症病例384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10006例

累计死亡病例5206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1565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852915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43896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14日通报
5月13日0-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6例

境外输入病例23例

福建 17例 广东4例 上海 1例 广西 1例

本土病例253例

上海 194例 北京32例 河南 7例 广东4例 青海4例 四川3例

辽宁2例 重庆2例 吉林 1例 福建 1例 山东 1例 湖南 1例 广西 1例

其
中

其
中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866例

境外输入病例9例

本土病例857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0575人

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 13例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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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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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医务人员在流动疫苗接种车里为北京市朝阳区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为稳岗位、扩就业、提技能、防失业

宁夏“出新招”“出实招”
据新华社银川5月14日电（记者谢建雯）记

者13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获悉，近日宁夏通过出台社会保险降、缓、返、补

“组合政策”，拓宽技术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落
实失业人员保障等“出新招”“出实招”，“真金白
银”稳岗位、扩就业、提技能、防失业。

为助企纾困，宁夏打出社会保险降、缓、返、补
“组合拳”，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大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力度，并通过“免审即享”模式畅通资
金返还渠道，其中自2022年1月1日起，中小微
企业返还比例从原来的60%提至90%顶格返还；
另一方面，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1年，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
水路铁路运输企业阶段性实施缓缴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费政策，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限3个月，
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1年，缓
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与此同时，宁夏将拓宽技术技能提升补贴范
围，除依法足额缴纳失业保险1年以上企业在职
职工，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在国家人事考试中心等全
国联网系统可查询的参保人员，可在取证之日起
12个月内按规定申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补贴
标准为初级1000元、中级1500元、高级2000元，
同一职业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

重庆市场监管部门通告
15批次不合格食品

新华社重庆5月14日电（记者周凯）记者从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期重庆市场监管
部门组织抽检了食用油、肉制品、乳制品等25类
食品1504批次样品，发现不合格样品15批次。

据悉，这15批次不合格样品中包括酸价不符合
标准的黑芝麻，甜蜜素不符合标准的白酒，果糖和葡
萄糖不符合标准的蜂蜜，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标
准的干山药，菌落总数、大肠菌群不符合标准的麻
辣鸡等。这些不合格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多为小商
户，但也有包括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重庆二码头
食品有限公司在内的大型超市和食品加工企业。

目前，重庆市场监管部门已对上述抽检中发
现的不合格产品依法启动查处工作，同时已采取
风险控制措施，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下架不合格
产品。

大连开行“高考专列”
为体育专业考生送考

据新华社大连5月14日电（记者蔡拥军 张
博群）14日，一列载有高考体育专业考生的“高考
专列”从大连出发前往沈阳，以闭环管理方式为大
连考生送考。

今年，大连有943名考生将于15日至16日
分两批在沈阳体育学院参加高考体育专业考试。
大连相关方面协调铁路部门，定于14日和15日
各发一班“高考专列”从大连北站前往沈阳南站，
15日和16日各发一班返程专列，并提前做好车
站和车厢消毒工作，为师生提供专人引导、专用通
道等服务。

据悉，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大连采取
闭环管理方式为考生集中送考。

位于青岛莱西姜山镇的北京汽车制造厂青岛
总部基地。

北京汽车制造厂青岛总部基地项目于2020
年开工建设，并于2022年1月竣工投产。该项目
位于青岛莱西姜山镇，主要建有总部办公大楼、研
究总院大楼、国家级研发实验中心、冲压车间、焊
装车间、涂装车间、总装车间、改装车间、动力中
心、仓储物流中心等设施，四大工艺车间的生产自
动化率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新华社发

北京汽车青岛投产
老牌车企开启新征程

5月14日拍摄的福耀科技大学开工现场。
当日，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开工仪式在福州高

新区南屿镇流洲岛举行。福耀科技大学是由福耀集
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发起，河仁慈善基金会首期捐
资100亿元人民币，以民办公助的形式，与福州市人
民政府合作创办的一所新型应用型、研究性大学。
校园首期基建面积约87万平方米，预计2023年6
月竣工，2024年秋季全面招生。 新华社发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正式开工

国家卫健委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