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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4月份开始，深圳、武汉、
杭州等地陆续实行常态化核酸检
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管局负责人表示，常态化核酸
检测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需求决定
的，主要是集中在输入风险较高的省
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城市。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6月初，北
京、上海、湖北、河南、山西等多个省、
直辖市推行常态化核酸检测，检测频
率在2至10天不等。全国已有至少
10个人口达到千万级的超大城市实
现了核酸检测常态化布局。

尽早发现疫情，是各地推行常态
化核酸检测的目标。比如，安徽芜湖

相关通告中表示，为进一步强化新冠
疫情“早发现”机制，做好常态化核酸
检测工作；山西晋城发布通告称，为
进一步强化新冠疫情“四早”机制，开
展常态化免费核酸检测工作。

在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地方，大多
实行免费政策，由财政部门提供资金
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许
光建表示，由政府兜底开展全民免费
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一、二线城市或
能承担起高额成本，但中小城市面临
较大财政压力。

5月23日，甘肃省陇西县发布
公告称，“倡导全社会所有人群每
周一次核酸检测，费用自理，对未

按期进行核酸检测的，将进行赋码
提醒”。

5月27日，四川省阆中市宣布，
自5月31日后，市民需自觉自费进
行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
为每次3.5元。29日，阆中市将“自
觉检测”调整为“自愿检测”。

5月31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负
责人透露，上海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
的检测服务免费至6月30日。

根据国家医保局、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日前印发的通
知，对于政府组织大规模筛查和常
态化检测的情况，要求检测机构按
照多人混检不高于每人份3.5元提
供服务。

北京疫情
整体进入扫尾阶段
严格落实“扫码”等“四件套”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倪元
锦）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
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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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疫情整体进
入扫尾阶段，日新增病例数连续降至个
位数，已连续5天无新增社会面病例，但
仍要继续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查证、查
验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等“四件套”
措施。

据通报，8日0时至15时，北京无新
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4月22
日至 6月 8日 15时，北京市累计报告
1831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薄澜
介绍，自6月1日以来，丰台区已连续7
日无新增社会面病例。丰台区自6月9
日起，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

“对解封区域的公交、地铁、出租车
等公共交通恢复正常运营；除生活在封
（管）控区的人员外，全区由居家办公措
施调整为正常上班。”薄澜说。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庞星火介绍，8日，房山区阎村镇北京
理工大学房山分校由高风险地区降为
低风险地区，丰台区五里店街道彩虹
北社区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
区。截至 8日，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
区3个。

徐和建表示，对已经解除限制的区
域和行业，有序实现“应复尽复”并加快
恢复达产；对后续逐步解除限制的区域、
行业、业态，及时落实相关政策，做好复
工复产的准备工作。

重点项目签约额超百亿元！

上海北外滩按下
复工复产“加速键”

新华社上海6月8日电（记者郑钧
天）8日举行的上海“北外滩重点项目签
约暨优化营商环境会”上，总投资额超百
亿元的30个重点项目完成签约。

在签约仪式上，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政府分别与30家企业进行了重点项目
签约，推动一批优质项目集中落户北外
滩。在现场，诸多企业均表示对上海经
济发展充满信心，依然看好北外滩未来
发展的强劲势头。

30个重点项目中，不少来自知名外
资、央企和总部企业，涵盖金融、航运、商
贸、科创等多个领域。

北外滩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标志
着虹口按下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加
速键”。虹口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该区将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
包含金融、航运、科创等要素的高质量
产业生态圈，不断擦亮“北外滩”这块
金字招牌。

虹口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北外
滩提供安全有序的防疫安全体系，营造
最优的营商环境。疫情期间，针对急需
复工复产的企业诉求，虹口区在多个线
上渠道开设“企业复工复产方案报备”系
统，企业申请结果通过线上反馈，实现

“办事不跑腿、全流程不见面”。自该服
务上线以来，虹口区已受理7000多家企
业复工复产申请，让企业尽快恢复正常
经营。

据悉，北外滩今年将新增投用40万
平方米的楼宇办公面积。虹口区有关负
责人表示，该区已推出“重点企业回家三
年行动计划”，积极推动优质企业集聚，
提升北外滩楼宇能级。同时，该区还配
套了人才、就医、子女教育、政策服务、一
对一帮办等八大服务举措，以有效解决
企业的后顾之忧，保障企业员工安心发
展、舒心生活。

在成都邛崃市五彩广场的一角，
一个可移动的“小房子”十分显眼
——这间移动便民核酸采样工作站，
可同时容纳两名医护人员进行采样
工作，全程与受检者无接触。工作站
外，不时有群众前来核酸检测，整个
流程仅需两三分钟。

便捷的采样点布局是做好常态
化核酸检测的重要基础之一。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多次提到15分钟核酸“采样圈”
的建设。

眼下，由固定采样点、便民采样
点和流动采样点等共同编织的便民

“采样圈”正在许多城市逐步成型，采
和检的能力也逐渐与之匹配。

杭州市副市长陈瑾说，按照步行
15分钟内到达、排队等候不超过30
分钟的标准，杭州利用党群服务中
心、药店、健康驿站、移动采样小屋
等形式，在全市设置了1万多个采

样点。
对不少城市来说，常态化核酸检

测是一项新开展的工作，其带来的压
力是客观的，从多地核酸采样人员的
缺口可见一斑。河南计划年内培训5
万名核酸检测相关人员；海口面向社
会招募核酸采样员；唐山市曹妃甸区
紧急招募核酸采样检测志愿者……

“全市现在共有6.2万人采样力
量，每天配置采样人员数量在1.2万
人以上。”陈瑾说，除利用公立医疗机
构医务人员外，杭州还发动民营医疗
机构和药店力量，以及厂医、校医、离
退休医务志愿者，充实到采样队伍。

为建好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各式各样的智
能化核酸采样工作站快速上线；多个
导航软件加载便民核酸采样点导航
功能；多地推出核酸点实时排队、运
行状态等查询小程序。

在检测环节，经过2年多建设，

我国的核酸检测能力不断提升，可有
效完成大规模核酸检测任务。截至
5月底，我国核酸检测总能力已达到
近9000万管/天。

与此同时，送检不及时、报告不
准确、实验室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也有
发生。为规范核酸检测，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近日发出通知，加强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全链条监管，对检测机构
和人员资质管理，样本采集、保存和
转运管理，应急状态下核酸检测机构
监管，核酸检测机构退出机制落实等
提出了明确要求。

“目前，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开展
主要依靠第三方检测机构。”华南地
区一医学检验企业负责人表示，从长
远看，随着核酸检测价格逐步下调，
行业内规模小、技术单一的小型第三
方医检机构会逐渐被淘汰，专业化、
规模化的大型第三方检测机构更符
合社会需求。

记者从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了解到，今年清明节假期之后，考虑
到人口流动较大，武汉市遵循“愿检
尽检”的原则，在全市内主动开展一
轮扩面核酸检测，一天的时间内有
1070万居民自愿参与。

正是在这一次核酸检测中，武汉
筛查出了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通过局部快速封控和多轮扩面
核酸检测，武汉市于4月19日实现
了阳性人员零新增，较快地实现了社

会面清零。
通过常态化核酸检测，

杭州市西湖区于5月1日发
现1例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病

例并迅速处置；桐庐县于5月6日发
现1例。由于发现及时，处置得当，
疫情未传播扩散，降低了对整个社会
面的影响。

沈阳4月20日通报新增感染者
情况时，也提到在常态化核酸检测工
作中发现1例阳性感染者。

“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成本是不
低的，但与定点式、高强度的封控
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相比，常态
化核酸检测的成本要小得多。”陈
瑾说。

记者观察到，近期，根据疫情防
控形势变化，有些低风险地区降低了
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频次。杭州、苏

州、武汉、深圳等地从最初的48小时
延长至72小时；江西抚州将普通人
群3天1检改为7天1检；江西新余
将此前的普通人群3天1检调整为
10天1检……

努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最佳防控
效果，科学精准开展防疫工作，是各
方的共同期盼。专家表示，根本还在
于提升城市疫情应对防控的能力，增
强城市“免疫力”，持续推动疫苗、快
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攻关，
优化医疗软硬件资源配置，提升医疗
资源冗余度等。

（新华社武汉6月8日电 记者
廖君 侯文坤 熊琦 黄筱 董小红）

多省份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 部分地区收费

搭建15分钟核酸“采样圈”有些地方采样人员缺口大

常态化检测发现感染者 一些低风险地区调整检测频次

近期，多地陆续实行
常态化核酸检测。各地怎
样保障常态化核酸检测有
序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
效果如何？“新华视点”
记者进行了追踪。

新华视点

？
6月1日拍摄的上海外滩。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处核酸检测采样点，医护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采样。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稳步提升！

2021年我国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25.40%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李恒）记者8日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2021年我国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达到25.40%，比2020年提高2.25个百分
点，继续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2021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城市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为30.70%，农村居民为22.02%，
较2020年分别增长2.62和2.00个百分点。东、
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30.40%、
23.83%和19.42%，较2020年分别增长1.34、2.82
和2.7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
养水平为37.66%，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
为 28.05%，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为 24.28%，较
2020年分别提升0.51、1.61、1.16个百分点。

此外，本次监测结果还显示，全国居民6类健
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
养56.41%、科学健康观素养50.01%、健康信息素
养35.93%、传染病防治素养27.60%、慢性病防治
素养26.67%和基本医疗素养26.05%。

其中，基本医疗素养、安全与急救素养和传染
病防治素养均有提升，科学健康观素养、健康信息
素养和慢性病防治素养与2020年基本持平。

据介绍，本次监测内容以《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基本知识与技能》为依据，覆盖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336个县（区）1008个乡镇
（街道），监测对象为15至69岁常住人口，共得到
有效调查问卷66676份。

6月8日20时，实时水情显示，三峡水库水
位已消落至145.78米，即将降至防洪限制水位
145米。三峡水库本轮消落从2021年11月11日
起开始，以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汛期长江流域可能
发生的洪水，保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安全。

图为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三峡水利
枢纽工程。 新华社发（王罡摄）

三峡水库腾库容迎战主汛期

国家卫健委：

提高患者到院
30分钟内就诊率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
日印发《医疗机构门诊质量管理暂行规定》，要求
加强医疗机构门诊质量管理，提高门诊医疗服务
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行分时段预
约诊疗，提高患者到院30分钟内就诊率，引导患
者有序就诊，减少院内等候时间。

同时，应当根据就诊量变化动态调整各挂号
途径号源投放量，加强退号与爽约管理，建立退号
候补机制，提升号源使用效率。加强预约挂号管
理，提供网络、自助机、诊间、人工窗口等多种预约
挂号方式。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日均门诊量
0.2%的比例配备门诊导医人数或智能引导设备
数量，并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就医辅助服务。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提高医技科室工作
效率，缩短检验、内镜、超声、CT、核磁等检查的预
约等候时间，鼓励提供门诊检查集中预约、自助预
约、诊间预约等多种形式的预约服务，有条件的可
以提供一站式检查预约服务。

通知还要求，医疗机构应当严格落实门诊首
诊负责制度，在本次就诊过程结束前或由其他医
师接诊前，首诊医师应当对患者的检查、诊断、
治疗、抢救和转科等负责。门诊诊疗过程和处置
措施应当遵循诊疗规范、临床指南等，诊断、预
防和治疗措施应当遵循安全、规范、有效、经济
的原则。

未来30年我国沿海海平面
将上升68至170毫米

据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王立彬）预
计未来30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68至170
毫米，相关地区亟待加强海岸防护，提升海平面上
升适应能力。

在2022年世界海洋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海
洋预警监测司获悉，根据该司发布的《2021年中
国海平面公报》，2021年我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
高84毫米，为1980年以来最高。2012至2021
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处于近40年来高位。我国沿
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近40年来上
升速率为3.4毫米/年，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水
平。预计未来30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68
至170毫米。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持续增温膨胀，极
地冰盖和陆源冰川融化加快，导致近几十年来全
球平均海平面呈现加速上升趋势。据国际评估，
2100年和215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甚至可达
到2米和5米，大洋小岛国家“灭顶之灾”并非杞
人忧天，而世界各沿海地区滨海洪涝、海岸侵蚀、
海水入侵等风险将持续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