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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现
下降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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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群体接种新冠疫苗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是什么？疫苗接种为何
能降低重症甚至死亡风险？对于养
老机构和长期居家的老年人而言，
如何落实落细精准防护？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作出权威解答。

“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出，老年人
是感染重症的高风险人群，老年群
体接种新冠疫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非常明确。”王贵强说。

“老年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导致重症和死亡的比例在各个年龄
段中最高。”王华庆说，对于老年人

来说，一般感染病毒或者细菌后，自
身免疫发生率增加，更容易出现炎
症反应；老年人大多数都有基础性
疾病，如果感染了病毒，也会导致原
有疾病的症状更严重或更容易出现
合并症。

“接种三针新冠疫苗能够有效
预防老年人的重症和死亡。”王贵强
说，从目前数据来看，老年人接种两
针新冠病毒疫苗比年轻人接种两针
产生的抗体性要低，接种三针后抗
体水平才会快速提升，抗体水平高
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保护老年人降
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王华庆表示，从目前我国奥密
克戎影响严重的地区监测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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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数据显示，在60岁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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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提醒，疫苗接种对于预防
重症效果明显，呼吁老年朋友及时
接种疫苗。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强
疫苗接种的协调和组织管理，对老
年人采取各种“绿色通道”，包括上
门接种、推广移动接种车等，保障老
年人应接尽接。

此外，养老机构和长期居家的
老年人是抗疫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
关键一环。王贵强建议，要确保这
些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强调基本
防护，勤洗手、戴口罩，减少人群聚

集，保持活动场所勤通风。而且老
年人周围人群要做好个人防护，定
期自我监测、核酸筛查，强化防控意

识，避免家庭内部和养老院内部病
毒传播。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李恒）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不要等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新华社上海5月16日电（记者袁全）记
者从16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16个区中已有15个
区实现社会面清零（区内社会面连续三天无
新增阳性感染者报告），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5月16日起，上海将
分三阶段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介绍，第一阶段，巩固
清零攻坚“十大行动”成果，从现在开始至5
月21日，重点是降新增、防反弹，持续减少封
控区、管控区人数，防范区有序放开、有限流
动、有效管控，全市保持低水平社会活动。

第二阶段，向常态化防控转换，5月22日
至31日，单日新增感染者数进一步减少，不
断缩小封控区和管控区范围直至解封，加快
疫情防控向常态化分级分类管理转变。

第三阶段，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在严格防范疫情反
弹、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全面实施疫情防控常态
化管理，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社会面管控方面，上海将推动“三区”
管控逐步向常态化分级分类管理过渡，封控
区“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若封控
区7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降为管控区，管控
区“人不出小区、严禁聚集”，若此后管控区再

连续3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降为防范区；防
范区“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在交通组织方面，5月22日起地面公交
和轨道交通有条件逐步恢复运营。网约车参
照社会车辆通行管理要求。5月16日起，铁
路逐步增加上海虹桥站、上海站等到发列车
数量，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后续，航空逐步恢
复国内航班执飞上海市，适时调整国内外航
司执飞上海市航班的客座率。

同时，上海将分阶段推进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复学复课。5月16日起，集中恢复产业
链供应链，然后再逐步扩大复工复产范围，非
生产性企业，继续倡导居家办公；有序恢复超
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线下业务，然后再有
序恢复农贸市场、理发和洗染服务等，各类影
剧院、文博场所、健身房等密闭活动场所暂缓
开放；优先安排高三、高二、初三年级学生复
学，中小学其他各年级继续开展线上教学，幼
儿园、托儿所、托育机构等不安排幼儿返园，
做好高校有离校返乡意愿学生的服务工作以
及自愿留校学生的疫情防控、学习生活保障
等工作。

目前，上海封控区总人数降至100万人
以内，上海全市社会面已连续两天无新增阳
性感染者报告。

新华社上海5月16日电（记者程思琪）
记者5月16日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自3
月23日至5月15日，上海市累计查办市场监
管领域案件数1121件，已移送公安部门19
件。其中，价格类案件800件，食品安全类案
件233件，价格、食品类案件数占比超过总案
件数的90%。

3月23日以来，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市
场运行情况和疫情防控管理要求，对菜场、商
超、网络平台、社区团购等领域价格行为进行
监管。在查办的800件价格类违法案件中，哄
抬价格类案件131件、价格欺诈类案件51件、
价外加价类案件32件、未明码标价或未按规
定明码标价类案件586件。

食品安全类违法案件共计233件。其中，
自4月23日上海进一步加强政府保供生活物
资管理以来，已查处涉保供物资食品案件40
件，其中生产经营禁止销售食品案件16件、生
产经营虚假标注生产日期食品案件3件、生产
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案件2件。

针对社区团购领域的价格、食品违法行为，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查办案件124件。其
中，价格类违法案件97件，违法主体以个体经
营者、个人团长为主，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大幅
抬高蔬菜价格、短斤缺两、篡改拔高团购套餐价
格等方面；食品类违法案件27件，违法行为类
型主要包括生产经营禁止销售食品、未履行进
货查验记录义务、运输条件不符合要求等。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赵琬微）记者从16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从当日开始继续在12区连续进
行三轮区域核酸筛查。预计5月底，公交票务系统将与
健康宝“打通”，乘客刷卡或扫码乘车可实现自动同步
校验。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首都与疫情的
较量仍处于胶着状态，接连发生聚集性疫情和筛查发现
社会面隐匿病例传播，加大了疫情不确定性。本轮疫情
以来，北京已经开展了十轮区域核酸筛查，每轮都有零
星隐匿病例发现。因此，从16日开始继续在12区连续
进行三轮区域核酸筛查。

当日通报，5月15日15时至16日15时，北京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39例，其中管控人员34例、社
会面筛查5例。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介绍，近期北京市发生4起聚集性疫情：一是岳各庄市场
相关聚集性疫情新增感染者10例，累计报告感染者25
例。二是中铁十一局三公司相关聚集性疫情新增感染
者13例，累计报告感染者81例。三是534路公交场站
乘务人员相关聚集性疫情新增感染者2例，累计报告感
染者6例。四是房山区韵达快递长阳分部相关聚集性疫
情新增感染者7例，累计报告感染者28例。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9个，中风险地
区25个。当日调整风险等级的有3地。其中，房山区韩
村河镇五侯村由中风险地区升级为高风险地区；房山区
长阳镇碧波园小区由低风险地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此
外，朝阳区双井街道广和南里二条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
风险地区。

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容军介绍了公交
票务系统将与健康宝“打通”的情况。据介绍，17日起封
控区、管控区周边的公交、地铁部分线路及车站将查验
乘客健康码。此外，地铁和地面公交票务系统正在抓紧
进行升级改造，预计月底完成。改造后，乘客刷卡或扫
码乘车与健康码信息自动同步校验，让乘客出行更加安
全方便快捷。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4月22日以来北京
市累计报告1113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通过对部分本
土感染者标本测序，结果显示全市存在两条独立传播
链，均与近期京外聚集性疫情及其外溢至其他省市的病
毒序列一致。当前社会面仍存在隐匿传染源，疫情传播
尚未完全阻断。区域核酸筛查对于及早发现隐匿传染
源、阻断疫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广大市民要积极配合
区域核酸筛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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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轮疫情以来

上海市场监管共查办案件1121件

5月16日，居民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城市华庭社区的核
酸筛查点参加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八天七夜
探寻冰川的“前世”与“今生”

八天七夜里，“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冰川与污
染物考察分队18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徒步前往珠
峰海拔6350米区域，完成了对东绒布冰川的3D
扫描、冰雪深度测厚和取样。从最初上山前的“白
面书生”，变成下山归来后的“糙汉子”，他们脸上
的肤色写满极高海拔科考的艰辛。

几天来，他们携带专业无人机和3D激光扫
描仪，对海拔5200米至6500米之间的冰川进行
高分辨率扫描，累计扫描面积达22平方公里，创
造了珠峰冰川高分辨率扫描面积纪录。

“大家在山上虽然每天都在涂抹防晒霜，但冰
雪反射的阳光还是晒伤了皮肤。”科考队员、兰州
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高坛光说道。

但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高坛光主要负责无人机对冰川的扫描，由于

所在地海拔高、气温低，导致遥控器时常无法开
机。他不得不用体温去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10多人的团队，分工明确，一路很热闹，同样
也很“难熬”。在海拔6350米区域，大家晚上挤在
一个帐篷里休息，缺氧带来的头疼让每个人辗转
反侧。呼噜声、梦话语，漫漫长夜里的一切艰难，
转而成为第二天的趣谈。熬到天亮时，他们的睡
袋周边全是湿冷的雾水。

高坛光说，睡袋湿了也不能拿出去晒，不然一
会儿就变成了“冰袋”。

29岁的汪少勇，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
资源研究院的一名博士生，在这次科考中参与测
量冰川厚度。他和同事们每天轮流拖着冰川雷达
测厚仪，在东绒布冰川表面沿着“Z”字形轨迹，向
下发送探测波获取冰川厚度数据。

通过几天的辛勤努力，他们完成了对绒布冰
川的一次全面“体检”。依据扫描到的测量数据，
科研团队将逐渐绘制珠峰冰川三维数字高程图，
然后与过去采集的数据（包括遥感资料）进行比
较，掌握冰川变化趋势和规律。

后续，科研人员将对采集到的冰雪样品进行分
析，观察冰川里的化学成分，进而还原地质时期直至
今天的气候环境变化、人类活动影响的变化。

（据新华社拉萨5月16日电）

应急管理部：

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
以风雹、洪涝等为主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4月份，全国自然灾
害以风雹、洪涝、地质灾害、低温冷冻灾害为主，地
震、干旱、雪灾、森林草原火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

应急管理部在16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通报了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形势。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
展利介绍，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主要呈现五方面
特点，具体包括：全国进入强对流天气高发季，南
方多地遭受强对流天气，风雹灾害点多面广；全国
降雨总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南方强降雨引发
局地洪涝和地质灾害；冷空气过程次数较常年同
期偏多，但强度整体偏弱，中西部地区遭受低温冷
冻灾害，未造成较大影响；西部地区发生两次5级
以上地震，无人员伤亡；华北、西北、西南局地旱情
初显，华南地区旱情基本解除，全国森林草原火灾
起数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申展利表示，4月份，全国各种自然灾害共造
成225.4万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3人，直接经
济损失28亿元。

当日新闻发布会还通报了4月份安全生产形
势。4月份，全国共发生事故1425起、死亡1241
人，其中较大事故31起，特别重大事故1起，未发
生重大事故。申展利表示，4月份事故总量延续了
一季度稳步下降的态势，环比、同比均有所下降，但
发生了特别重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加快推进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吴淞江整治工程江苏段开工

据新华社南京5月16日电（记者刘诗平 杨
绍功）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水网互联互通骨干工程
——吴淞江整治工程江苏段16日开工建设。这
项工程实施后，将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吴淞江整治工程包括江苏段和上海段，是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匡算总投资 831 亿
元。其中，吴淞江整治工程江苏段位于苏州市
境内，投资156亿元，整治工程主要包括河道整
治、配套扩建水利枢纽、新改建跨河桥梁、水系
影响调整等。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说，整治工程实施后，将进
一步完善太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增加太湖洪水
外排通道，提高太湖流域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条件，提升苏州至上海内
港航道航运能力。

记者了解到，我国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开
工建设，将确保2022年新开工30项以上，吴淞江
整治工程江苏段是其中的一项。

今年以来，水利部门会同有关部委、地方加快
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拓宽投资渠道。在
争取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从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金融资金、社会资本等方面想办法增加
投入，保障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

据了解，今年全国预计将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8000亿元以上。1月至4月，全国共完成水利建
设投资195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5%。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目前已有10项重大水利工程
开工建设。

5月16日拍摄的上海市徐家汇路口街景。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5月16日，在上海市徐汇区一家超市门店，工作人员在配货。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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