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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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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戴口罩指引发布 普通公众除在密闭场所要戴口罩外

人员密集室外场所也要戴口罩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电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12日
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双方深入、坦诚地交换了意见。

秦刚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双方谈得很深入，也很坦
诚，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
要，要通过对话沟通解决问题，管控好分歧和矛盾，改善两国
关系。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
题，他向舍曼明确阐述了中方立场。

就美国、欧盟妄评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就台湾问题

中国驻美大使明确
向美方阐述中方立场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张汨汨）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谭克非13日就美军印太总部司令涉华负面言论回答记者提
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在阿斯彭安全
论坛上就多个涉华议题发表负面言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谭克非说，我们注意到了美方有关言论。近期，美军有关
人士屡次就涉华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干涉中国内
政，渲染中美对抗，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台湾、香港和新
疆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美官员肆意干
涉他国内政，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藐视和践
踏。关于南海问题，美方作为域外国家，却经常打着“航行自
由”的幌子在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搅局，破坏地区国家共同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事实早已证明，美国才是南海的“麻
烦制造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谭克非说，正人先正己，欲言先自省。众所周知，二战结

束后美军仍在世界各地频繁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仅2001
年以来，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战乱，就已造成80多
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有媒体报道，近日台美根据今
年3月签订的海巡合作备忘录，召开了首次工作小组会议。对
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应询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
中国台湾地区签署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协议或进行有关活
动。我们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拒统，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图为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东区，医务人员给治愈出院患者举行简短的出院仪式。 新华社发

新版“三重”防护指南发布 由原来65类增至85类

新增棋牌室等10类场所和单位防护要求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彭韵

佳沐铁城）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人群
流行特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3日发布
新版《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年
8月版）》，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
由原来的65类增加至85类。
在重点场所和单位方面，新版指南增

加了对码头、口岸、棋牌室（麻将馆）、游船
（观光船）、剧场、文化馆、体育场馆、奶茶
店、教育培训机构、临时安置点等10类场
所和单位的防护要求。

在重点人群方面，强化了机场保洁人
员、境外和境内航班保洁人员、机场司机、
机场公安辅警、机场装卸工人、一线市场监
管人员、专业救援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
人员、导游等10类重点人群的卫生防护要
求，尤其是对境外航班和机场相关人员提
出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对所涉及的重点
场所和单位进一步强调落实主体责任，坚
持“人、物、环境同防”“闭环管理”，强化了
健康监测、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清洁消毒
和应急处置等措施要求。

以棋牌室（麻将馆）为例，针对此类人员
密集、空间相对密闭的场所，一是提出对进入
场所的人员检测体温和核验健康码，防止来
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入场所；二是降低棋
牌室（麻将馆）的顾客数量和停留时间，增加
牌桌之间的距离，减少人员的聚集；三是要求
棋牌室（麻将馆）的人员戴口罩。

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强化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防疫
措施的落实，指导相关行业特别是一线职业
人员严格执行戴口罩、疫苗接种、消毒等防护
要求，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据新华社长沙8月13日电（记者 史
卫燕）手中拎着酒店准备的早餐，13日早
上5时30分，武汉旅客翟勇彬和妻子一身
轻松地上车，准备开启归家之旅。包括他
们在内，13日首批离开湖南省张家界市的
滞留游客共有440人，他们大部分在7月
底抵达张家界。
7月29日，张家界报告1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作为一座国际知名旅游城市，
疫情发生时，张家界正值旅游旺季。张家
界宣布，全市所有景区景点7月30日暂停
对外开放，并在当天请游客在离开张家界
之前配合完成三次核酸检测。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8月3日张家界

防控举措再次“升级”，要求境内所有人员不
得离开张家界。此时，翟勇彬和妻子还未拿

到三次核酸检测的结果，他们留在了张家界。
据了解，滞留的1200余名游客分别隔

离在张家界全市14家酒店。为妥善安置
游客，张家界市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游客
服务组，下设后勤保障、医疗救助、核酸检
测等八个工作小组。

为确保游客顺利返程，张家界市制定
了《在张游客返程工作规范》，该规范明确
了解除隔离条件、返程程序等。其中解除
隔离条件为：在隔离酒店严格集中隔离满
14天，隔离期间未出现发热、干咳等新冠
肺炎症状且五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没有密切接触史和次密切接触史。

隔离酒店外，车辆排成了一队等候，游
客们已提前一天把大件行李放在车上。他
们戴着口罩，互相告别，有序上车。据当地

介绍，游客返程前，张家界市与游客所在地均
进行了精准对接，游客返程后必须严格遵守
当地疫情防控规定。

8月13日后，符合解除隔离条件且自愿
返程的游客将陆续返程。
据新华社长沙8月13日电（记者 史卫

燕）记者13日从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获
悉，当天有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和1名无
症状感染者出院，这是张家界市在本轮疫情
中首批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据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援张家界医疗队
医疗专家组组长罗红教授介绍，这3名患者年
龄为52岁、39岁、9岁，分别是普通型患者、轻
型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他们的入院时间从
10天到15天不等，经治疗，目前已符合出院
标准。出院后，他们还需要集中隔离14天。

据新华社广州8月13日电（记者 徐
弘毅）在13日举行的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斌
通报，即日起，所有从外国入境回到广州的
人员，14天集中隔离期满后，从原来实行
“7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管理”，即后面的7天要足不出户。

据新华社郑州8月13日电（记者李若
琳）记者13日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
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月12日
0时至24时，郑州市新增确诊病例2例，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2例，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9例。自7月31日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6例，无症状感染者2
例，以上病例均按要求实施集中治疗或隔离
医学观察。据悉，郑州市拟于8月15日开展
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具体启动时间以市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为准。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王艳
刚杨淑君）记者13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北
京市多措并举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平
稳，特别是百姓关注度比较高的肉蛋菜，货
源充足。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
介绍，8月以来，北京市七大批发市场蔬菜
上市量日均稳定在2.3万吨以上，为新冠肺
炎疫情之前的常态水平，整体水平略低于
去年同期，猪肉日均供应在550吨上下波
动，上市总量供大于求，致使批发价格继续
震荡下行；鸡蛋日均批发量稳定在430吨
左右，价格呈现季节性上涨。

据新华社武汉8月13日电（记者 熊
琦）13日下午，记者从武汉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8月 12日
0—24时，武汉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前期
发现的病例均在定点医院治疗，目前病情
稳定，无重症患者。目前，武汉市部分封闭
管理小区已解除封闭管理。此外，管控区
原则上比照封闭区管理，但措施有所放宽，
核酸检测调整为第1、4、7天各开展1次，
同时可保留一定数量超市、农贸市场等。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彭韵佳
沐铁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3日发布新
版《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2021
年8月版）》，对公众戴口罩提出新要求：对
普通公众来说，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戴口
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和
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罩。

今年7月以来，境外输入引发本土聚集
性疫情已先后波及多个省份，暑期人员外出
流动多，疫情传播风险进一步增大。同时，
受长期持续的疫情影响，公众以及相关从业

人员的防护意识减退，存在接种疫苗后就不
用再戴口罩等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在落实
防疫措施和个人防护方面出现漏洞。
为提高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防护意

识，防范疫情传播风险，国家卫健委对公众
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进行修订，进
一步强化防护要求。
在新版戴口罩指引中，重点职业人群

主要涉及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高风险岗
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公共场所服务人
员等三类人群，并对重点职业人群佩戴口

罩提出相关要求。
——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高风险岗位

人员，特别强调境外冷链食品、交通运输相
关的海关工作人员和保洁员、搬运员、司机
等岗位强化防护，工作期间全程佩戴颗粒
物防护口罩，防范经物、经环境、经人的传
播风险。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除医务人员、

直接接触病人或感染者岗位工作人员重点
防护以外，接触潜在污染物的人员，比如保
洁员、护工、水暖工、化验室工作人员等佩

戴颗粒物防护口罩，医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
保安、导医等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更高防护
级别口罩。
——公共场所服务人员，比如乘务员、警

察、快递员等，以前要求佩戴一次性医用口
罩，这次修订进行了提级强化，要求工作期间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更高防护级别口罩。

此外，指引建议公众家里日常备用一些
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了鼻咽不适、咳嗽、
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佩
戴更高级别的口罩，全面防范传播风险。

据新华社石家庄8月13日电（记者高博）
记者从8月13日华北制药集团举办的“美国对
华反垄断第一案最新判决”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历时近17年，在美国对华发起的维生素C
反垄断诉讼案中，华北制药集团重审胜诉。

美国当地时间8月10日，美国联邦第二
巡回上诉法院再次以违反国际礼让原则为
由，撤销了纽约东区法院2013年做出的责
令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华
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直接购买者原
告三倍损失赔偿1.53亿美元的一审判决，退
回案件并指令地区法院驳回原告起诉且不
得再次起诉。

据介绍，此案始于2005年1月，美国部
分客商以价格共谋、形成垄断为由，对包括河
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国4家主要
维生素C生产企业进行指控，并向美国法院

起诉要求15.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损失。
出于多种因素，除河北维尔康制药有

限公司及其母公司华北制药集团之外的其
他三家被告同意和解，河北维尔康制药有
限公司一审败诉。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提出上诉，并于
2016年9月迎来二审胜诉。
随后，原告不服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

申请再审。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将
案件发回原二审法院重新审理。直至当地
时间2021年3月17日，二审法院重新组
织开庭审理此案，并于8月10日迎来重审
判决，华北制药集团胜诉。这场持续近17
年，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和重审的维生素
C反垄断案迎来了胜利。
华北制药总法律顾问张廷德表示，此案

是美国对华反垄断第一案，具有示范意义。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彭韵佳）
为规范长期处方管理，推进分级诊疗，满足慢
性病患者长期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医保局组织制定了《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
行）》，明确首次长期处方的开具应当由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医师，或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级职称医师开具。再
次开具和边远地区的条件适当放宽。

规范共分为7章43条，主要明确了长期
处方的适用对象、开具长期处方的医疗机构
等实施主体以及开具的主要流程等。

在长期处方的定义和适用范围方面，规范
明确长期处方适用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
稳定、依从性良好、病情控制平稳、需长期药物
治疗的慢性病患者。规范规定了医疗用毒性
药品、放射性药品、易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
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等特殊药品不得用于长

期处方，明确了由地方根据实际制定适用的疾
病病种和长期处方用药范围等。

根据患者诊疗需要，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
般在4周内；根据慢性病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
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超过4周的长期
处方，医师应当严格评估，强化患者教育，并在
病历中记录，患者通过签字等方式确认。

在长期处方医保支付方面，明确各地医
保部门在支付环节，不对单张长期处方的数
量、金额等作限制；各地在制定区域总额预算
管理时，应充分考虑长期处方因素。

规范明确，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
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
为由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长期处方产生的
药品费用不纳入门诊次均费用、门诊药品次
均费用考核，其他考核工作也应当视情况将
长期处方进行单独管理。

长期处方管理规范来了

慢性病患者最长能开12周药
美国对华反垄断第一案

历时近17年 华北制药重审胜诉

张家界3名新冠肺炎患者首批治愈出院

滞留张家界游客开始返程

北京
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

供应平稳

广州
入境人员7天居家监测
改为7天居家隔离

郑州
拟于15日开展

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武汉
部分小区

已解除封闭管理

国台办表示

谋“独”拒统
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国防部就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不能正视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日就
美国、欧盟妄评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一事表示，中方对别国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作出坚决和必要反应，完全
合理合法。有记者问：日前，美国国务院称，各国均有权不受
外部胁迫地自主确定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欧盟对外行动署
称，欧盟成员国同台湾互设“代表处”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强烈反对美方对中方的正当举措指手画脚、粗暴干

涉。同时，我要再次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清晰而明确，不容
歪曲和篡改。”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
铁的事实，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华春
莹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就必须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包括断
绝一切同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个别国家和某些人妄图混淆视
听，用心险恶，但他们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她表示，中方敦促欧
盟方面在涉台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不要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
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给中欧关系制造新的麻烦。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张汨汨）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吴谦13日就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在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到来
前，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于13日下午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
日本现任防卫大臣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说，众所周知，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
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14个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
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再次反
映出日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
恶用心。不能正视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我们要求日方认
真反省侵略历史，时刻牢记历史教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国防部回应美军印太总部司令涉华负面言论

正人先正己欲言先自省

“西部·联合-2021”演习结束。8月13日，参加“西部·
联合-2021”演习第二阶段联合实兵行动演练的陆军特战队
员索降后搭乘“山猫”全地形车快速突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