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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将扩至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回应民众关切事
近期，辽宁、河北等多地报告本土
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牵动着全国人
民的心。疫情有多严峻？过年还能不
能回老家？防控的薄弱环节在哪？一
个个问号萦绕在人们心头。
13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为公众送来了
“及时雨”
。
“疫情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
广、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比例
高等特征，有的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
多代传播，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曾在
2020 年主持过 100 多场这一高级别发
布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
人米锋率先介绍了近期疫情的特点。
针对疫情造成的困惑和民生关切，国家
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及
时作出回应。
一个多小时的发布会，18 个问题密
集抛出，发言嘉宾一一耐心作答。

辽宁、河北病例
救治情况怎么样？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郭燕红直言不讳：近期河北和辽宁疫情
的患者当中，老年人和心脑血管基础性
疾病患者较多。
“ 这对救治工作提出了
挑战。”
但她同时表示，国家高度重视患者
的医疗救治工作，按照“四集中”原则，
第一时间派出国家级专家团队，分别调

集了 3 万毫升血浆支持两地重症患者，
重症救治“一人一策”，最大化保证救治
质量。

为什么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不在第一批接种疫苗人群之列？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
专员王斌明确回应：目前冷链从业人
员、海关边检、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公共
交通场所工作人员等重点行业人群感
染风险较其他人群高，按照“区域分开、
口岸优先、区分轻重缓急、稳妥有序推
进”的原则，现阶段接种的重点人群是
18-59 岁高风险和可能高传播风险的
人群。

“随着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数据不断
完善、防控工作需要及疫苗供应量增加
等，我国会逐渐扩大疫苗接种的目标人
群，包括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王斌的
补充，
给公众吃了
“定心丸”
。

无症状感染者带来的
疫情扩散风险有多大？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给出
权威科普：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但
是传播效力可能没有那么高，和有症状
的患者比起来，传染性相当于其 1/4 至
1/3，比较低。不过，我们对无症状感染
者采取与患者同样严格的防控举措。
据新华社报道

多地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进展

石家庄邢台第二轮核酸检测稳步推进
北京一处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13 日，河北石家庄和邢台两地第二
轮全员核酸检测进展顺利，山西、黑龙
江、吉林等地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相关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记者 13 日从石家庄和邢台两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两地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稳步推
进，
进展顺利。
“截至13日12时，
全市共设
采集点13701 个，
累计采样8215465 人；
累 计 送 检 7215771 人 ；累 计 检 测
5106782人。
”
石家庄市副市长孟祥红说。
邢台市除南宫外 19 个县（市、区）
从 12 日开始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截至 13 日 12 时，全员核酸检测
2795079 人份，结果全部为阴性。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13 日通报，12
日 0 时至 24 时，河北省新增 90 例本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山西省卫健委 13 日晨通报称，此
前确定的晋中市榆次区 2 名无症状感
染者中，有 1 名转为确诊病例，已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141 人(含境外输入
病例密切接触者)，尚在医学观察的密
切接触者 198 人。
2 名无症状感染者曾租住的榆次区
高村，已实施封闭管控，村民全部居家
隔离。当地村民组成 70 多人的防护
队，承担起值守、消杀、配送物资等工
作。
记者 13 日从黑龙江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黑龙江全
力以赴做好患者救治。提出分层次、分
区域有序推进全省大排查，把农村疫情

防控作为重中之重，
严防聚集性感染。
1 月 12 日 0 时至 24 时，黑龙江省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6 例。其中，望
奎 县 13 例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转 为 确 诊 病
例，哈尔滨市香坊区 3 例。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 12 例。其中，望奎县 2 例、绥化
北林区 2 例，齐齐哈尔昂昂溪区 7 例，伊
春大箐山县 1 例。
上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望奎
县惠七镇惠七村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的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当地
根据推送的数据信息在对所有排查出
的人员进行核酸筛查中，检测结果呈阳
性。专家根据临床症状诊断为确诊病
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现均已转至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或集中医学观察。
有关部门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

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落实隔离管控措
施，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终末消
毒和封闭管理。
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姜
洪波介绍，疫情发生后，长春市迅速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同时组织有传染病救
治经验的专家组和骨干力量，密切关注
无症状感染者的状况。长春市绿园区
储备防护服 1.5 万套、N95 口罩 2 万个、
采样管 3 万个等相关防疫物资，能够满
足当前疫情防控需要。
北京市 13 日通报朝阳区汉庭酒店
大山子店相关疫情流调溯源情况，宣布
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调整朝阳区汉
庭酒店大山子店(包括底商)为低风险地
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
7 个，
均在顺义区。
综合新华社报道

自悬浮、自导向、自稳定 设计时速 620 千米

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下线
13 日上午，一节银黑相间的工程化
样车在位于成都的试验线上缓缓行驶。
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制造的
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
及试验线正式启用，设计时速 620 千米，
标志着我国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研
究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据悉，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
车及试验线项目位于西南交通大学牵引
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验证段全长 165
米，由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中车公司、中国
中铁等单位协同攻关研发。
高温超导磁浮技术具有自悬浮、自
导向、自稳定特征，适合未来的真空管道
交通运输，高温超导磁浮列车在低真空
状态下，理论预计速度可高于时速 1000
公里。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吴胜权说，高温超导磁浮技术利用超
导体在磁场中的“钉扎”效应实现悬浮和
导向，具有悬浮导向无须实时控制、前进
方向阻力小等优势，是实现磁浮车辆高
速化的技术线路之一，具有广阔的应用

和发展前景。
记者看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
化样车车头采用流线设计，形状如子弹
头。不同于高铁靠车载电源驱动在钢轨
上“奔跑”，该样车悬浮在永磁轨道上，轨
道中间铺有直线电机，在车子底部装有
超导悬浮装置替代了车轮。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高级工程师吴自立介绍，样车采用
全碳纤维轻量化车体、低阻力头型、大载
重高温超导磁浮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工
艺，设计时速 620 千米，有望创造在大气
环境下陆地交通的速度新纪录。
西南交通大学超高速真空管道磁悬
浮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自刚说，该项
目的建成是推动高温超导高速磁浮技术
走向工程化的重要实施步骤，可实现高
温超导高速磁浮样车的悬浮、导向、牵
引、制动等基本功能，及整个系统工程的
联调联试，满足后期研究试验，为远期向
1000 千米/小时以上速度值的突破奠定
基础。
据新华社报道

这是 1 月 13 日拍摄的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外观及试验线（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