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在14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
长焦雅辉介绍，通过分析显示，2022
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全
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毒

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其中新
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
病例5503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
毒感染死亡病例54435例。

焦雅辉介绍，死亡病例平均年
龄80.3岁，65岁及以上约占90.1%，

其中80岁及以上约占56.5%，死亡
病例中90%以上合并有基础疾病，
主要合并疾病为心血管疾病、晚期
肿瘤、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代谢性疾病、肾功能不全。“由于冬
季本身是老年人呼吸系统疾病高发

和心脑血管疾病加重季节，近期与
新冠病毒感染相叠加，因此老年人
的病亡人数比较多。”

焦雅辉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乙
类乙管”传染病有关规定，及时更新
相关数据信息并向社会公布。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全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近6万例

防疫热点问答

春运期间怎样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1 月 8日起，我国
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
实施“乙类乙管”。时
值春运，人员流动增
加，出行途中个人该怎
样做好健康防护？春
节假期即将到来，聚集
活动应注意些什么？
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
问题，国家疾控局传染
病防控司司长雷正龙、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
管理处研究员常昭瑞
作出解答。

雷正龙：专家研判认为，一些
地方疫情流行的高峰期与春运、春
节假期部分重合，人员流动大、聚
集活动多，特别是室内活动增多，
将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也
增加疫情防控的难度和复杂性。

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

康平安祥和的春节，一是倡导大家
避免去疫情高流行地区探亲、旅
游，倡导疫情高流行地区的群众减
少出行，老年人以及有严重基础疾
病的人，应该尽量避免出行。

二是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
家庭聚集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

会的规模、人数，缩短聚会时间，
加强自我防护。

三是根据疫情情况，尽量
不举办大规模的庙会、大型室
内文艺演出、展销等活动，减少
农村集市的规模和频次，落实
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

此外，各地应根据当地疫
情形势和实际情况，及时发布
疫情预警信息和出行安全提
示，指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计
划。同时，也请广大群众关注
当地春节期间的疫情防控要
求，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常昭瑞：在出行途中，要做好
自我防护。一是在环境密闭、人
员密集的场所，比如候机候车时，
乘坐飞机、火车以及地铁、公交等
公共交通工具时，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
二是在公共场所保持合理

的社交距离，减少近距离与他人
接触。

三是做好个人卫生，尤其是随

时关注手卫生。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或肘部遮挡，将用过的纸巾
及时丢入垃圾桶。如果接触到呼
吸道分泌物，及时洗手或进行手消
毒。在外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尽量减少用餐次数，尽量错峰就
餐。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
通的场所。到景区等公共场所时，
遵守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聚集活动应注意些什么？

春运出行途中，可以采取哪些自我防护的措施？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重症患
者的救治是战“疫”的重中之重。记者
14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在院新冠阳性重
症患者数量在2023年1月5日达到峰
值12.8万人，之后连续波动下降。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
雅辉在发布会上介绍，监测数据显

示，发热门诊达峰2周后，全国在院
新冠阳性重症患者数量达到12.8万
人，之后连续波动下降。1月12日，
在院阳性重症患者人数回落到10.5
万人，其中基础疾病重症合并新冠
病毒感染的占92.8%。目前在院重
症患者数量仍处于高位，重症床位
使用率75.3%，重症床位能够满足

救治的需要。
据了解，为加强重症患者救治，

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建立了重症、危
重症患者综合救治体系，以及国家
级、省级专家日会诊巡诊制度。

焦雅辉表示，从数据分析来看，
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呈现两方
面特点，一是以老年人为主，平均年

龄 75.5 岁，60 岁及以上的占比
89.6%；二是普遍合并有多种基础疾
病，有34.8%的患者合并有3种及以
上基础疾病。

为此，焦雅辉强调，重症患者的
救治还要强调关口前移，“坚持新冠
感染和基础疾病并重的治疗方式，
多学科诊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在院新冠阳性重症患者
1月5日达到峰值后连续波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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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联鑫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本一本，证号：琼交运管

许可琼中字469030100115号，现

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秋童食品店(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460004198108204847）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81247057，现声明

作废。

公告
2021年12月24日我司已撤销清

算组，清算组公章已失效。特此公

告。

海南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催告通知见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将120万元人民币出资款汇入
我司账户（户名：五指山南漫河水
电 综 合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211901001003500001726；开 户
行：五指山市联社营业部），逾期不
支付，法律后果自负。特此催告
五指山南漫河水电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2023年1月14日

公告
各债权人、债务人、相关方：1. 本
公司自2023年1月15日起，将所
有日常业务另行委托他方经营。
2.本公告发布之前所有发生的业
务、债权债务等由原有经营者处
理、担责。请尽快联系处理事宜。
3.即日起，业务全部由新经营者负
责。请即日起30日内向本公司主
张权利。过期不候。特此公告。

海南昆腾金属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5日

●澄迈永发小熊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JY24690231939637，现 声 明 作

废。

●出租人：蔡勤，承租人：陈才胜遗

失坐落于晋江村83号第六层1 号

房的房屋租赁证，证号：2022-

001961，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注册资金出资催告通知
吴金霞女士：
根据2022年11月29日的《五指山
南漫河水电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章
程修正案》，你应向我司支付人民
币120万元作为你取得公司12%
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金出资，但从
上述修正案签订至今已经48天，你
仍未支付。现正式催告你：请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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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先后制定十版防控方案，出台“二十条”“新
十条”优化措施，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
管”……面对新冠疫情，我国始终强调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每一次优化调整都依据客观情
况，因时因势、审慎抉择。

正是以防控战略的稳定性、防控措施的灵活
性，我国三年来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学稳健
筑起疫情“防波堤”

2023年1月初，北京，发热门诊和诊室总数
达到1263家，ICU开放床位数增至7000余张。

据北京市卫健委通报，全市发
热门诊接诊量从2022年 12月 15
日最高峰7.3万人次，逐渐回落到
2023年1月4日1.2万人次；急诊接
诊量从2022年 12月 30日最高峰
5.2万人次，逐渐回落至4.2万人次。

面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我
国始终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

三年来，我国经历了突发疫情
应急围堵、常态化疫情防控探索、
全方位综合防控等不同阶段，根据
不同阶段的不同挑战，积极有序调
整防疫政策，不断提升防控的科学
性、精准性、有效性。

回望2020年初，新冠病毒突袭。
4万余名医务人员白衣执甲，

星夜驰援；抢建火神山、雷神山医
院，方舱、重症床位不断扩容；调集
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
我国以坚决果断的勇气和决心，经
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三个月左右
的时间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

病毒狡猾，快速变异后卷土重
来。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
毒性没有明显减弱，传播力和隐匿性
却变得更强。全球经受了数波疫情
冲击，多国反复经历“放开—封控”的
循环，并为此付出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代价。

在我国，开展人、物、环境等多
渠道监测预警，快速进行流调，第
一时间精准落实管控措施……不
追求零感染，但疫情发现一起扑灭
一起，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常态
化防控的特点。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以“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
核心，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在
病毒最凶猛的阶段，我国最大程度
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中不断找准合适的平衡点。

三年来，凭借14亿多人共同筑
起的疫情“防波堤”，我国有效处置
100多起聚集性疫情，抵御住了一
波波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冲击，极大
减少了重症和病亡人数。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稳步
向前。2020年我国是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
元，两年平均增长5.1%。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基于国情，我国在疫
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积极加快药物研发、疫苗
接种、能力培训、物资储备等各项工作，明显提
升了抗疫的能力和系统的韧性，为我国进一步
优化调整策略和措施创造了条件。

稳中求进
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2022年12月13日0时起，“通信行程卡”服
务正式下线。

自2020年3月上线以来，“通信行程卡”累计
提供查询服务超890亿次，最高单日查询量近4
亿次，为流调人员及时定位病毒传播链提供坚强
助力。

三年来，我国秉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在抗
疫实践中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从先后印发十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到
实施“二十条”“新十条”优化防控措施，再到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我国始终
坚持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

新冠病毒致病力下降，是我国优化防控措
施的重要前提。

迎战奥密克戎，中国对病毒变异株的认识
越来越深入。传播指数R0值最高攀升至21，这
意味着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1传21”，感染人数
呈几何指数增加，奥密克戎的防控难度已非之
前几代新冠病毒变异株可比。

然而，病毒变异大方向在传染力更高、潜伏
期更短的同时，其致病力在减弱，也更趋向于感
染人体上呼吸道。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相较
于原始毒株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变异株，奥密克
戎的致病力趋于温和，病毒变异总体朝着季节
性传染病方向发展。

病毒的危害性、人群免疫水平
和卫生健康系统承压能力、社会公
共卫生干预措施——自疫情发生以
来，我国始终密切关注这三者之间
的平衡。

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疫苗接种，
截至2022年11月上旬，我国全人
群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已超过
90%；推进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建立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
控救治体系……我国在抗疫实践中
既重视补安全短板，又着眼长远织
牢防护网。

坚持稳中求进、走小步不停步，
主动优化完善防控政策，是我国疫
情防控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国
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示，随
着病毒变异、疫情变化、疫苗接种普
及和防控经验积累，我国新冠疫情
防控进入了新阶段，防控工作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

系统应对
保障转段平稳有序

2023年1月3日，上海市杨浦
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来有
10个补液位的补液区，“扩容”到27
个补液位，一天内可满足约100名
患者的补液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负责人
介绍，截至2022年12月25日，全
国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超过1.6
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的发
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超过4.1万个。

统筹调配医疗资源，增设发热
门诊，扩容医院重症床位；入户为高
龄老人接种疫苗、上门发放健康防
疫“爱心包”；根据健康风险等级，对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开展健康监测，
以绿、黄、红不同颜色进行分级标
识；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两类重点
解热镇痛药日产能达到2.02亿片，
抗原检测试剂日产能达到1.1亿人
份……面临疫情防控新形势，一系
列保障措施接连落地。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
南》《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

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疫情监测方
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检测方
案》……密集出台的系列文件，为新阶段迎战疫
情提供指引，增添信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
管”，是在综合分析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防控工
作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和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

随着春运到来，人口大规模流动将对各地尤其
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考验，需要系统应
对，完善准备。

太行山深处，天刚蒙蒙亮，村医就开始准备
送医送药。河北省保定市组建了5000多支家庭
巡诊小分队，为群众提供上门送医送药、研判病
情、协助转诊等医疗服务保障，并为辖区65岁以
上重点人群建档立卡。

通过发动乡村医生与志愿者，保障群众就
医用药，为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居家健康服
务、做好转诊服务等，多地正根据疫情防控新任
务，全力构筑基层新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
球大流行尚未结束，疫情走向仍有不确定性。

“乙类乙管”绝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把工作重
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确保疫情
防控转段平稳有序。（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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