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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不得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擅自“加码”“层层加码”

除北京外 返乡防疫要做到“六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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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

强烈谴责英国的毁约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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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31期3D开奖公告

0 1 9
天津投注总额：43859043859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29注
197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13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7 06 09 31 12 16 06

全国投注总额：40302432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注
169注
2696注

115789注
1908413注
16571545注

5756403元
9510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812490648元

2021年春节临近。部分留在学校过年的学生是否能得到妥善安排？个别地方擅自“加码”防疫要求是否合理？春节期间农产
品供应能否满足需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31日召开发布会，对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确保“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近期，受寒潮天气、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春节临近、消费拉
动等因素影响，一些地区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春节“菜篮
子”产品供给形势怎样？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表示，预计
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总体生产形势较好，市场供给有保障：
——蔬菜水果方面，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8500多万

亩，同比增加100多万亩。近期全国平均每周蔬菜收获产量
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同比持平略增。去年水果总体丰产，
当前市场供给充足、品种丰富，后期价格将以稳为主。
——生猪等畜禽产品方面，2020年以来，在市场拉动和政

策激励作用下，生猪生产持续加快恢复，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预计今年1至2月份生猪出栏比上年同期增长25%
左右，后期供需关系将越来越宽松。春节期间产蛋鸡和肉鸡存
栏处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鸡蛋鸡肉市场供应比较充足。预计
春节前牛羊出栏将显著增加，牛羊肉价格也将趋于稳定。
——水产品方面，湖北、江西、广东、福建等渔业主产区生

产形势较稳定，预计春节期间水产品供给充足、质量向好。
毛德智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倡导大家就地过年，预计

大中城市农产品消费量较往年明显增长。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和地方，细化预案，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强化产
销衔接，及时指导疏通运输物流堵点，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适时做好储备调节，确保春节期间重要农副产品供应
不断档、不脱销。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明确返乡防疫要求“六个不”

“为了尽可能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国家依法制定春运
期间的疫情防控政策。”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
相关政策绝不是要给春节团聚设置超出防控需要的障碍。

他明确表示，“层层加码”和“一刀切”，既是一种懒政，
也是对宝贵防疫资源的浪费，各地要规范落实2021年春运
期间的疫情防控要求，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不得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擅自“加码”“层层加码”，不得在
工作中搞“一刀切”。

对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31日明确表态：除北
京外的省份，要做到“六个不”——

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不对返乡人员实施
集中和居家隔离措施；不对低风险地区跨省流动到城市的
非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不对省域内低风险地区返乡的
非重点人群查验核酸检测证明；不对省域内返乡人员进行
居家健康监测；不得随意延长居家健康监测的期限。
“各地应该及时纠偏。”米锋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将密切关注各地政策的执行情况，对明显不符合要求
的情况，将予以通报，要求立即整改。
“我们提倡大家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中国疾控中

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表示，但不管是否流动，都
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要返乡，公众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
规划，及时关注目的地疫情变化和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并
关注交通部门的出行提示。

尽心保障留校学生安全过年，提前做好开学计划准备

今年留校过年的学生较往年几乎翻了两番。教育部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司长王登峰表示，对留校过年的学生，教育系统和高校将采取
“三心”措施，即精心准备做好疫情防控、尽心尽力做好服务保
障、暖心关爱做好春节慰问，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各高校后勤服务部门在春节期间要做好稳价保供工作，

包括接收快递、订外卖等。”王登峰说，对学生在校期间各方面
需求要及时了解和关注，确保洗浴、体育锻炼、学习和活动等
场所的安全。

对于已回家的学生，王登峰强调应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控
的各项要求。此外，教育系统要全面掌握每一位师生假期的健
康状况、出行轨迹，并提供相应的健康防疫指导。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春季学期开学安排，王登峰说，教育
部目前的要求还是全面开学、正常开学、安全开学。考虑到疫
情防控需要和形势变化，教育部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
新版的学校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并要求各地各校随时分析和
研判疫情形势，提前做好春季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要及时调整春季学期开学要
求和时间安排。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还需要分批错峰开学。
如果春节后还有中高风险地区，这些地区的学生可能要暂缓
返校。
“同时，我们现在也要求各地各校做好线上线下教学相互衔

接的准备，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开启线上教学。”王登峰说。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月31
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公然违背承诺，实施持有所谓英国
国民（海外）（BNO）护照者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声明表示，
英方的做法是想把大批港人变成其“二等公民”，这是对中国
主权的公然冒犯，我们坚决反对。

声明指出，在香港回归前，中英双方曾就BNO护照问题
互换备忘录，英方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BNO护照的香港中国
公民在英居留权。去年以来，英方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极
力阻挠我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在其图谋失败后，转而在
BNO问题上打起歪主意。英方的做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
明》，是一种赤裸裸的毁约行径。

声明还指出，英方不守承诺，出尔反尔，还大言不惭地自
称是为了尊重与香港的“历史联系和友谊”，公然美化其侵略
历史和殖民统治。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强盗逻辑，严重伤害
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保留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

声明表示，香港国安法拨乱反正，有力推动了香港重回正
轨。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坚决执行
香港国安法的决心不可动摇。英方不要错打算盘。

据新华社香港1月31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1月31日发表谈话，对英国政府公然
违背国际承诺，为持有BNO港人提供所谓赴英居留和入籍路
径，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英方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粗暴干涉香港
事务和我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对此，中
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已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严正立场并采取有力
反制措施，我们表示坚决支持。

早在香港回归前，中英双方已就BNO问题达成共识并互
换谅解备忘录，英方明确承诺持有BNO港人无居英权，中方
亦把BNO视为旅行证件处理。在香港回归24年后的今天，
英国政府竟公然撕毁承诺，借口香港国安立法操弄BNO，一
再扩大其适用范围，试图把大批港人变成二等英国“公民”，已
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中英谅解的BNO性质。“人无信不立，国无
信则衰”，英方背信毁诺，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完全是对等
反应和正当回击。

发言人最后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立法维
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正当
性和必要性。事实证明，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才是香
港同胞安居乐业的保证和信心所在。中央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

英方操弄BNO背信弃义

1月31日，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十
笏园社区的居民在欣赏各式花灯。

当日，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十笏园
社区举行了一场“巧手做花灯”活动，社区请来传
统花灯制作艺人现场向居民讲解及指导花灯的制
作方法，大家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迎接春节
的到来。 新华社发

追 踪

巧手做花灯

新华社1月31日电近日，山东枣庄一企业的部分奶枣产
品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并流入重庆、浙江、四川等十余个省
份，引发社会关注。记者从山东省及枣庄市有关部门了解到，
1月18日，枣庄市已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实地管控，暂停所有
产品生产和销售，并对已销售产品的流向进行了调查，线上、
线下所有产品流向信息均已推送至相关地市。

据枣庄市相关部门介绍，1月18日晚，枣庄市接到山东
省进口集装箱疫情防控专班非冷组推送的《关于立即处置涉
疫进口乳清粉的通知》，获悉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一企业从天
津购进一批产地为乌克兰、经天津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乳清粉。枣庄市连夜对涉事企业山东久旭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实地管控，暂停所有产品生产和销售，对剩余涉
疫乳清粉就地封存于核查发现地，对厂区环境、厂外仓库外环
境、涉疫乳清粉及外包装、“奶枣”（半成品、成品）及外包装进
行抽样检测，同时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了处置情况信息。

1月18日至20日，枣庄市共对涉事企业厂区环境、厂外
仓库外环境、涉疫乳清粉及外包装、“奶枣”产品（半成品、成
品）及外包装和线下经销商库存成品、环境等抽取样本460
份，经核酸检测阳性样本64份。目前已将未使用的涉疫乳清
粉、厂内及销售点未销售的成品和半成品、包装物交由专业医
疗废弃物处置公司进行销毁，并对所有疫点进行终末消毒。

在“涉疫”产品流向处置方面，经过调查，相关产品通过线下
销售流入临沂、徐州、连云港、芜湖等地市，流向信息已于1月20
日下午推送至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上则通过拼多多平台、阿里
巴巴平台销售，共销售4.5吨，销往全国25个省份。截至1月30
日21时50分，所有产品流向信息已全部推送至相关地市。

目前，枣庄市共排查出密切接触者148人、次密接441
人，并按规定对这部分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相关部门已对涉事企业所在地孟庄镇大郭庄
村村庄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彻底消杀。

“涉疫”奶枣从何而来？
当地如何处置？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樊曦）记者1月31日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月28日、29日和30日，
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

统计显示，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分别为308
万、283万和296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水平的四分之一左
右。1月31日，春运进入第四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90
万人次，同比下降75%，计划开行旅客列车6218列。

尽管客流量较低，铁路部门坚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切实加强“无接触式”服务，努力确保旅客安全出行。在进站

乘车环节，充分发挥电子客票全覆盖的优势，引导旅客使用
自助闸机“一证通行”；在候车环节，组织旅客分散就坐；在
乘车环节，劝导旅客减少车厢内走动、推荐旅客使用扫码点
餐、互联网订餐；在出站环节，引导旅客保持安全距离。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各地疫情防控要求，
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提前做好核酸检测等相关准备；铁路部
门将根据客流变化适时调整运力，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
“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和各地车站公告，关注各地列车开
行动态和出行服务措施。

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

据新华社天津1月31日电（记者周润健）相比于1月，2月的
天象略显逊色，但也不乏亮点。天文专家介绍，2月的天宇将上
演双星拱月、蜂巢星团合月、轩辕十四合月、元宵月等天象。

2月，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中，只有火星的观测条件尚
可。“2月19日日落后，红色的火星和红色的恒星毕宿五将一起
‘拱着’月球，上演双星拱月的美妙天象。如果天气晴好，这幕
美景非常值得观赏和拍照。”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许文说。

行星、恒星与月亮相伴的画面很多人都看到过，但星团与
月亮相依的场景，很多人未必见过。许文介绍，2月25日，巨蟹
座中著名的蜂巢星团将与一轮正月十四的月亮近距离接触，
上演“合月”好戏。如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在24
日19时左右，面向东方找到月亮，在其右上方便可看到蜂巢星
团的身影。“由于25日4时左右，月亮才会从西方落下，因此这
幕蜂巢星团合月的景象几乎整夜可见，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凭
借肉眼或是双筒望远镜进行观测。”许文提醒说。

2月26日，是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人们赏月
时，离月亮不远处，狮子座中最亮的恒星，有着“黄帝星”之称
的轩辕十四将会“一闪一闪亮晶晶”。“在明亮的月光之下，
轩辕十四显得有些暗淡，但一颗亮星伴圆月，也为元宵之夜
增添了无限光彩。”许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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