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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
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
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在与新冠病毒的较量中，我们始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主动识变应变，疫情防
控不放松、不焦虑、不停步，树立了抗
疫自信。近三年的抗疫实践表明，我
们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打赢常态
化疫情防控攻坚战。

不放松，始终把握战“疫”主动
权。应对世纪疫情，难在复杂，难在
反复。从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的决定性成果，到成功控制住由德
尔塔变异株引发的疫情，再到迎战奥

密克戎变异株……我国经受住全球
多轮疫情流行的冲击。实践充分证
明，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是正确的、科学的、有效的。

不焦虑，全面认识近三年抗疫实
践成果。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中
新冠肺炎发病率最低、死亡人数最少
的国家。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
住了考验，实现了全人群疫苗完全接
种率超 90%。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
过，现在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
弱，我们的应对能力在增强，这为持
续优化完善防控举措奠定了基础，提
供了条件。

不停步，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
措施。持续跟踪病毒变异，高效分析
奥密克戎及其亚分支特点，我国不断
提高对病毒的认识。动态总结疫情

防控经验，从先后推行九版防控方
案，到制定二十条优化措施，我国以
防控战略的稳定性、防控措施的灵活
性，有效应对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

世界卫生组织12月2日表示，我
们现在距离能够宣布新冠大流行紧
急阶段结束的那一刻更近了，但我们
还没走到那一步。

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
环都很重要。回归正常是我们的共
同心愿，我们要完整、全面、准确地把
握和执行防控措施，规范操作、不变
形不走样，不断提升认识，加强治理
能力，做好充分准备，推动防控措施
持续优化。

慎终如始、善作善成。坚持就是
胜利，坚持必将胜利！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优化防控措施 树立抗疫自信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于2022年12月5日

09:00～18:00对兆能机顶盒（型号为ZN801-I）进行版本

升级，不影响观看电信电视，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示

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2月2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12月8日

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优化

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2月2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12月8日

凌晨00:00～06:00对5G网络系统进行升级优化。届时，

5G用户高清语音通话及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2月6日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12HN0316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
的：（一）海口市龙华路海口市第一中学校区1号铺面；（二）海口市
和平北路28号宿舍区1-202房；（三）海口市滨海大道林业大厦7
层南侧房产；（四）海口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育研究培训院第六
层；（五）海口市义龙东路62号科技大厦一层5号铺面；（六）海口市
龙昆北路23号23-4号铺面；（七）海口市大同一横路3号铺面；
（八）海口市新华南5号政府大院东大门外二楼。二、租赁期限：五年，

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
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2年12月6日至2022年12月19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
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
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
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2月6日

催款公告
根据海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工作安排，我所正在开展历

史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截至2022年11月30日，下列债务人尚未归
还所借款项：

请以上债务人看到本公告后，7个工作日内与我所办公室核对
借款事项，并办理归还借款手续。

联系人：梁女士 联系电话：65303722
本机关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89号
特此公告。

海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22年12月6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姓名
韩双福
曾庆昌

定安县测量队

截至2022年11月30日账面余额（元）
2,000.00
10,000.00
5,000.00
17,000.00

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齐松梅 主编：林永成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苏建强A07 中国新闻 综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杨
欣 杨晓敏）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

哲，于12月5日凌晨乘坐任务飞机
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阶段飞行任

务总指挥部领导和成员到机场迎接。
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

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
评估，并安排休养。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

新华社上海12月5日电（记者张建
松 张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获悉，随着圆满完成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平安归
来，经历了120天全生命周期的水稻和拟
南芥种子，也一起搭乘飞船返回舱从太空
归来。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
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

人类要在空间长期生存，必须保证
植物能够在空间完成世代交替，成功繁
殖种子。此前，国际上在空间只完成拟
南芥、油菜、豌豆和小麦“从种子到种

子”的培养。在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生命科学项目中，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郑慧琼研究团队在国际
上首次开展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
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

据郑慧琼介绍，从2022年7月29日
注入营养液启动实验，至11月25日结
束实验，该项目共在轨开展实验120天，
完成了水稻和拟南芥种子萌发、幼苗生
长、开花结籽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
其间，航天员在轨进行了三次样品采集。

“通过对空间获取的图像分析并与

地面对照比较，我们发现空间微重力对
水稻的多种农艺性状，包括株高、分蘖
数、生长速率、水分调控、对光反应、开花
时间、种子发育过程以及结实率等多方
面，均有影响。”郑慧琼说。

研究团队还在空间开展了再生稻实
验，并获得再生稻的种子。“从剪株20天
后就可以再生出2个稻穗，说明空间狭
小的封闭环境中再生稻生长是可行的，
这为空间作物的高效生产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实验证据。”郑慧琼说，“这也是国
际上首次在空间尝试运用再生稻技术。”

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
“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张泉 张建
松）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12月4日在东
风着陆场成功着陆。随舱下行的空间站第三
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在着陆场交付载人航天
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并于5日凌晨返回北京，顺
利运抵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返回的样品包
括3个生物样品冷包和1个无容器样品袋，3
个生物样品冷包装载的是水稻和拟南芥的实
验样品，无容器样品袋中为4盒无容器材料
实验样品。

其中，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经历了120天
的空间培育生长，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
发育全过程，是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得水稻种
子。科学家将对返回样品进行分子生物学、
细胞学和代谢等相关分析，解析空间微重力
对于拟南芥和水稻作用的规律和分子基础，
为进一步创制适应空间环境的作物和开发利
用空间微重力环境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天和核心舱部署的无容器材料实验柜
是国内首个、国际上第二台在轨成功运行
的同类实验设施，主要用于实现材料在无
容器状态下从熔融到冷却凝固的过程，供
科研人员收集物性参数进行研究；与此同
时，用于特殊材料在轨生长，缩短新材料从
实验室走向应用的时间。

截至目前，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已实现在
轨稳定运行590余天，顺利完成了7盒材料
样品在轨实验，成功加热样品73颗。通过长
期在轨实验，空间应用系统突破并掌握了一
系列关键技术，获取了大量重要的科学数据，
揭示了一批空间实验新现象。

后续，科学家将继续加快开展新型金属
合金深过冷凝固过程研究和热物性参数测
量，以获得地面高性能制备工艺关键条件，指
导地面新材料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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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
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
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从近期一线救治情况看，奥密克
戎导致的重症率高吗？感染了奥密克
戎的高龄老人、基础病患者等，当前如
何救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呼
吸危重症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
研究所所长童朝晖作出专业解答。

问：从近期一线救治情况看，奥密
克戎导致的重症率高吗？

答：随着病毒变异，以及疫苗接种
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奥密克戎导
致的住院率、重症率、病死率都在大幅
降低。从当前全国病例来看，感染奥
密克戎后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主要
表现为嗓子不舒服、咳嗽等。无症状
和轻型大约占了 90%以上，普通型
（出现肺炎症状）已经不多，重症（需要

高流量氧疗或接受无创、有创通气）的
比例更小。

这与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冠病毒原
始株导致的症状有很大不同。当时，
重症患者较多，一些青壮年患者的双
肺也会呈白色，出现急性呼吸衰竭。
但本轮疫情期间，从北京的定点医院
救治情况看，真正因新冠肺炎导致要
插管上呼吸机的患者只有少数几例。

问：感染了奥密克戎的高龄老人、

基础病患者等，当前如何救治？
答：高龄老人，有心脑血管疾

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基础病的患
者，正在进行放化疗的肿瘤患者，妊
娠晚期孕妇等，免疫力较低，可归纳
为脆弱群体。从目前救治情况看，
他们感染新冠病毒后住进定点医
院，大多数是因为原发疾病，但又因
核酸阳性无法住进普通医院。这类
患者的新冠肺炎症状不明显，治疗

通常没有太大区别。
对于CT影像等临床表现为典型

新冠肺炎的少数患者，医务人员严格
按照标准规范，进行救治。

在北京的定点医院，对于部分有
基础病的高龄患者，还会组织多学科
专家进行会诊。经过治疗，如果患者
的核酸检测已经转阴，也将逐步从定
点医院分流到其他医院。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奥密克戎致病力如何？怎样救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12月5日，在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生物实验室，研究人员
处理从太空归来的拟南芥样品。 新华社发

图为空间水稻原生稻和再生稻的图片，显示
空间稻穗与颖壳张开的表型。 新华社发

年内第二次降准落地
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吴雨）年内
第二次降准12月5日正式落地，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亿元。这有助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
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

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决定于2022
年12月5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
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
构）。这是年内第二次降准，今年首次降准已在4
月落地。两次降准共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超万亿元，金融机构
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至约7.8%。

《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当代
中国人权观的实践和理论探
索》中英文智库报告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人权发展基
金会、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5日联合发布中英文
智库报告《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当代中国人权
观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围绕中国当代人权观，智库报告分为三个部
分深度解读中国人权道路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和实践逻辑，深刻阐释中国保障和发展人权实践
对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所
产生的重大意义。

四部门：

深入推进政府采购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申铖）记者5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日前联合发布通知，
要求依托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平
台”），深入推进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据介绍，“832平台”是在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四部
门指导下，由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和
运营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2020
年1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以来，一直秉持帮扶属
性、公益属性。截至今年10月31日，“832平台”
累计销售额突破300亿元，助推832个脱贫县的
近300万农户巩固脱贫成果。

通知明确，脱贫县建立“主体自愿申请、县级部
门推荐、平台审核”的“832平台”供应商审核推荐机
制。脱贫县县级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供销合
作社等部门加强供应商和产品动态管理，强化对供
应商在“832平台”所售产品质量、售价、产地真实
性、销量等方面监督检查。通知要求加强价格、质量
监测和用户评价管理，进一步提升平台服务能力。

网约车新规：

对相关行为
罚款数额予以下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叶昊鸣）记
者12月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网信办近日公布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对未取得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等行为的罚款数额予以下调。

根据新修改的暂行办法，未取得《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处以
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未取得《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对当事人处以3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的，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
款。而在原暂行办法中，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
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伪造、变造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失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的，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根据新修改的暂行办法，删除了“未按照规定
携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证》的”罚款规定。

据新华社广州12月5日电（记者
马晓澄 徐弘毅）本轮新冠疫情广州累
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17万例，无症状
感染者约占九成，无死亡病例。12月5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邀请多名一
线医疗专家解读本轮疫情患者救治特
点。专家们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跟
之前的原始株和“关切变异株”相比，
传播力明显增强，但毒力明显减弱。

“在原始株和德尔塔毒株疫情的
时候，感染者中肺炎发生的比例达到
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患者都有不
同程度的肺部表现。而这一波疫情
中，90%以上都表现为无症状感染和
轻型，很少发展成肺炎，发展成重症肺
炎更少。”广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广

州市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唐小平说。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

中医院院长张忠德说，经过广东省专
家组对几千例大样本进行详细研究，
确定广州这波疫情的核心病机和刚开
始在武汉传播的原始株，以及去年在
广州传播比较严重的德尔塔毒株相
比，有比较大的差异。

他表示，患者绝大多数表现在上
呼吸道感染症状，局部症状为主，症
状包括发烧、咽喉痛痒、干咳，部分病
人有头痛和全身关节酸痛症状，也有
一部分病人表现在胃肠道症状，无食
欲或腹泻。经过对症治疗后，大多数
能够在24小时至 36小时内缓解症
状。

奥密克戎毒力明显减弱
——专家解读广州疫情患者救治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