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 责编:余强

4

要闻

北京 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超23万份
核酸检测机构从 98 所扩至 124 所

“夏至日环食”
来了！
中国公众家门口观看“金指环凌空”

如采用 5：1 混检每日可检测近 100 万人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 张骁）在 21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截至 6 月 20 日，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从 98
所扩至 124 所，日最大检测能力从 10 万份提升到 23 万份以上。
高小俊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注重核酸检测能力
提升。1 月中旬，北京市 17 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均具备核酸检测能
力。2 月上旬，有 10 所三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3 月至 4 月，北京
市核酸检测机构数量逐步增加，到 4 月底已有 61 所机构可以开展检
测，日检测能力达到 4.7 万份。进入 6 月上旬，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已
达到 98 所，
日检测能力达到 10 万份。
高小俊说，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疫情后，北京市迅速提升核酸检测
能力，截至 6 月 20 日，核酸检测机构从 98 所扩至 124 所，日最大检测能
力从 10 万份提升到 23 万份以上。124 所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
20 所，二、三级医院有 73 所，医学检验实验室有 31 个。如采用 5：1 混
检，每日可检测近 100 万人。

国家卫健委抽调湖北辽宁等地人员加强核酸检测力量

10 支队伍共 212 人进京支援

6 月 21 日，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的居民测量体温进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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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 张骁）在 21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为储备和加强北京市核酸检测力量，实现在
更多人群中开展核酸检测目标，国家卫健委近期从湖北、辽宁等地抽调
人员，组成 10 支队伍共 212 人支援北京 10 家医院核酸检测工作。
高小俊表示，
10 支检测队伍人员将陆续抵京开展工作，
人员和设备
全部到位后，
预计每天可为北京市提供约 3万个样本的核酸检测能力。

北京 20 日新增 22 例确诊病例

河北 20 日新增 3 例确诊病例

北京大兴一食品公司已确诊 8 例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 侠克）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 21 日通报：20 日 0 时至 24 时，北京市新增报告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22 例、疑似病例 3 例、无症状感染者 3 例；无
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6 月 11 日 0 时至 6 月 20 日 24 时，北京市累计报告本地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27 例，在院 227 例，尚在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 18 例；
目前，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仍在院 1 例。
据介绍，20 日的新增确诊病例中，丰台区 10 例、大兴
区 8 例、海淀区 3 例、通州区 1 例。全市有 12 个区无本地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平谷区自有疫情以来无报告病例。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1 日电（记者 秦婧）河北省卫生健康
委 21 日通报，20 日 0 时至 24 时，河北省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3 例。其中，雄安新区安新县 1 例，系北京新发地市场
返乡人员；张家口市沽源县 2 例，均与北京返乡人员有密切接
触史。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20 日 0 时至 24 时，
河北省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0 例。
截至 20 日 24 时，河北省现有确诊病例 16 例。累计报告
本地确诊病例 334 例、境外输入病例 10 例，现有疑似病例 0
例。尚在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37 人。尚在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 10 例（含境外输入 5 例）。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 张骁）在21日下午召开的北
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疾
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
截至 6 月 20 日 24 时，
北京市大兴区
孙村乡磁魏路1号一食品公司共发现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
中2人曾到过新发地批发市场采购。综合流行病学调查情况，
考
虑为一起与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联的聚集性疫情。据介绍，
百
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磁魏路分厂监测到新发地批发市场输入
个案后，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采取停产停业、
产品封存、
环境
消杀、
人员隔离等措施；
已经对产品及厂区环境进行了全方位取
样调查，
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疫情后的产品均已封存。

时速600公里 从蓝图“跑”进现实
我国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样车预计在 2020 年底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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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来
新华社天津 6 月 21 日电（记者 周润健）
了！
‘天狗’开始‘吃’太阳了！”
21 日 14 时 35 分左右，在天
津科技馆，
天文爱好者杨晓文通过天文望远镜一边观测一
边大声说道。
21 日，夏至。当日下午，一场“日环食”天文景观现
身天宇。本次“日环食”的“食分”达到了 0.99 以上，即太
阳整个圆面有超过 99%的面积被遮住，几乎接近全食。
这样的
“日环食”
也被称为
“金边日食”。
本次“日环食”，我国处在绝佳的观测位置。除西藏
中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南部、福建南
部和台湾中部可见环食外，全国其他地区可见不同程度
的偏食。
当日，天津科技馆和天津市天文学会举办了
“夏至遇
上日偏食”
的网络直播活动。
“日偏食分为初亏、食甚和复圆三个阶段。在天
津地区，初亏发生在 14 时 35 分，食甚发生在 15 时 52
分，17 时复圆，最大食分为 0.6。”天津科技馆规划拓展
部部长郝志琦介绍说。
当食甚到来时，杨晓文用相机进行了拍摄，
“ 日面
60%的面积被月球遮挡了，看起来就像一块被咬了一大
口的月饼。
”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天象，
本次
“日环食”
引起了
全国各地天文爱好者们的关注。记者登录国内多个天文论
坛看到，
北京、
贵阳、
拉萨、
济南、
郑州等地的天文爱好者都
对本次
“日环食”
进行了观测，
并晒出了精彩的日食照片。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海上油田

首次开采出透明凝析油

6 月 21 日，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磁浮试验线上试跑（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青岛 6 月 21 日电（记者 张旭
东）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研制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21 日在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标志着我
国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在磁浮试验线上，试验样车首次进行
系统联合调试，开展了多种工况下的动态
运行试验，
包括不同轨道梁以及道岔、小曲
线、坡道、分区切换等，共完成 200 多个试
验项点，
对悬浮导向、测速定位、车轨耦合、
地面牵引、车地通信等关键性能进行了全
面测试。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记者 胡
璐）21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420 立
方米每秒加大流量输水工作结束，工程运
行良好，调度平稳有序。期间输水 19 亿立
方米，其中生态补水 9.5 亿立方米，提升了
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
这是记者 21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的。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19 年，水利
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华北地区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这是我国首次提出
大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方案，南水北

“在多种工况试验条件下，
车辆悬浮导
向稳定，运行状态良好，
各项关键技术指标
符合设计要求，达到设计预期。”中车四方
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说。
丁 叁 叁 说 ，高 速 磁 浮 交 通 系 统 是 包
含车辆、牵引供电、运控通信、线路轨道
四大系统在内的强耦合系统，通过样车
线路试验，可以初步验证动态条件下高
速磁浮各系统间的接口关系和耦合特
性，为系统及核心部件关键性能的验证
与优化提供支撑。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表示，此次试验样

小图：
试验样车车厢内部 。

车成功试跑，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运行的
突破，获取了大量关键数据，高速磁浮系
统及核心部件的关键性能得到了初步验
证，为后续高速磁浮工程样车的研制提供
了重要技术支持。
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是科
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先进轨道交通”
重
点专项课题之一。这个项目由中国中车组
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技术负责，
汇集国内
高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联合 30 余家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攻关，目的是攻克
高速磁浮核心技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

新华社发

权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统，形
成我国高速磁浮产业化能力。
自 2016 年 7 月项目启动以来，项目团队
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研制
了试验样车，经过地面调试和静态试验，此次
车辆进入线路动态运行试验，首次试跑。
据了解，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研发进展顺利，在试验样车成功试跑的同
时，5 辆编组的工程样车研制也在稳步推进
中。按照计划，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
样车预计在 2020 年底下线，将形成高速磁浮
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南水北调中线加大输水量生态补水 9.5 亿立方米
调中线工程承担着地下水超采回补重任。
为了充分利用丹江口水库汛前富余水
量，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 4 月 29 日正式
启动此次加大流量输水，陶岔入渠流量按计
划逐步从 350 立方米每秒设计流量提升至
420 立方米每秒加大设计流量。目前已历时
50 余天，输水 19 亿立方米，向沿线 35 条河流

生态补水 9.5 亿立方米，缓解了华北一些地
区
“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的困局，
恢复了河道
基流，河道水质有所改善，
沿线地下水位逐步
抬升。
据了解，自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
以来，沿线受水区水资源得到有效补充，通过
相机实施生态补水，受水区地下水超采局面

得到遏制，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回升明显。据
河北省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位监测情况通报
显示，截至今年 5 月底，全省深层超采区地下
水位平均埋深与上年同比上升 1.85 米，有 47
个县（市、区）水位回升，衡水、保定、廊坊等地
上升明显。地处邢台市七里河下游的狗头
泉、百泉干涸了多年，
今年实现稳定复涌。

新华社济南 6 月 21 日电（记者 吴书光）记者从中国石化
胜利油田获悉，近日，胜利油田海上油田首次开采出无色、清
澈、透明的凝析油。科研人员介绍，化验显示油样含水为零，
这种高纯度凝析油较为罕见。
凝析油是从凝析气田或油田伴生天然气凝析出的液相组
分，又称天然汽油，通常呈黄褐色。凝析油在地下以气相存
在，采出到地面后则呈液态，可直接用作燃料，同时也是炼化
工业的优质原料。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总地质师高喜龙说，获得
凝析油的为埕北斜 394 井，位于胜利油田海上埕岛东部地区，
该井于 6 月 17 日正式投入开发，日产油 42 吨，日产天然气 3.5
万立方米。
目前，科研人员正加大对该区域油气资源勘查研究，并对
凝析油相关数据做进一步验证分析。

山洪灾害红色预警！

安徽 153 座水库水位超汛限

新华社合肥 6 月 21 日电（记者 姜刚）记者 21 日从安徽省
水利厅获悉，该厅和安徽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
警（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截至 21 日 6 时，安徽省有 153 座
中小型水库水位超汛限。
入梅以来（10 日 6 时至 21 日 6 时），安徽省累计平均降水
量 182 毫米。其中，20 日，安徽省合肥以南普降中到大雨，皖
南山区、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暴雨。
预警显示，20 日 20 时至 21 日 20 时，六安市霍山县、金寨
县、舒城县和安庆市岳西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
警）；
六安市金安区、裕安区和安庆市潜山县、太湖县发生山洪
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上述地区需强化山洪灾害监测，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据悉，受连日来降雨影响，截至 21 日 6 时，安徽省大型水
库总蓄水量 53.06 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 2 成。与此同时，
安徽省有 153 座水库水位超汛限，包括 5 座中型水库和 148
座小型水库，正在按规定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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