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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觉醒 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精神述评

国家卫生健康委权威解答关于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它”对疫苗免疫逃逸的能力，有待监测研究

邓士铭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邓士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1月26日3时13
分逝世，终年82岁。
邓士铭同志遗体已于11月28日在天津市第一殡仪

馆火化。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号角，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
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
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
明的精神标识！

思想的解放，释放改变中国的伟力

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面雕塑，令人震
撼——18位农民围着桌子，准备在一张褶皱的薄纸片上
依次按下红手印。

这是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签订“大包
干”契约，将土地承包到户的情景。小岗村村民冒着风
险，在包干合同书上按下手印。四川、甘肃、云南、广东等
省份的一些地方也放宽政策，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
胆尝试，揭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
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开启
了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
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
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将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注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强大精神力量，激发亿万人民砥砺奋进

让我们从一组数据，感受光阴的故事——
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的1.8%；如今，我

国经济总量超10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7%；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5元人民币；如今，人均

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1978年，贫穷是大多数中国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如

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变，从短缺到充裕，正是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推
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正是凭借改革
开放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谱写了不懈奋斗的恢宏诗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沿海到内陆，自由贸易实验区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从“一带一路”建设到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扩大开放的每一个瞬间，都书写着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故事……

奋发有为，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高
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为的是守护好生态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聚焦医改、推动教育公平、落实就业优先……着力解
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党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

进。中国共产党人用“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及时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
度和深度进军。

在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坚毅和勇气，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必将开拓更加广阔的天地！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为进一
步加强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管理，促进参保人员基本医保
待遇连续享受。国家医保局办公室与财政部办公厅日前联
合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明确了转移
接续的适用人员范围、线上和线下申请方式、办理流程、有关
待遇衔接等。

办法保障了跨统筹地区流动人员医保权益，明确职工医
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因跨统筹地区就业、户籍或常住地变
动，不得重复参保和重复享受待遇，并按照办法中的有关规
定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法还对转移接续的待遇衔接作出明确规定，一是职工
医保参保人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转
入地规定补缴职工医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
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追溯享受；二是已连续2年（含）以上
参保的，因就业等个人状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换
参保关系，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补缴

基本医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
间的待遇可追溯享受；三是各统筹地区可根据自身情况，对中
断缴费3个月以上的，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法强调了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累计
计算，具体缴费年限按照各地规定执行，要求各地不得将办理
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绑定。

此外，办法还明确要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管
理，在转入地完成接续前，转出地应保存参保人员信息、暂停
基本医保关系，并为其依规参保缴费和享受待遇提供便利。
转移接续完成后，转出地参保关系自动终止。

为给参保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医保服务，办法规定参保人
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申请办理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
续。转出地和转入地经办机构均已上线全国统一的医保信
息平台，且开通转移接续业务线上办理渠道的，申请人可通
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首页下方的地方网厅入口提交申请，也
可在转入地或转出地经办机构窗口申请。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全国“宪法宣传周”拉开帷幕

上 图 为 1978

年冬，安徽凤阳18

位农民按下红手印

的“大包干”契约

（资料照片）；下图

为1981年，部分“大

包干”带头人在茅

草屋农舍前合影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319期3D开奖公告

886
天津投注总额：74605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331注
496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19 3001 080514 25+22

第2021137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1038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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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等奖

0注
13注
142注
379注
5083注
7210注
57625注

0元
11413元
2089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436656元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 白阳）29日，由中央宣传
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共同举办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
报告会”暨2021年全国“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这是我国第四次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主题为“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据悉，今年的“宪法宣传周”活动将采用“主场活动+专题活
动+主题日”方式进行。主场活动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报告
会、国家宪法日座谈会等；主题日活动共7场，分别为宪法进农村、
宪法进社区、宪法进校园、宪法进机关、宪法进企业、宪法进军营、
宪法进网络等；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依托西柏坡纪念馆、陕
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等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河北、陕西、浙
江、江西等地将组织开展传承红色法治基因专题宣传活动。

此外，各地各部门还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群众参
与度高的群众性法治
文化活动。

北京市将开展
“迎接冬奥，法治同行”
主题宣传活动，邀请
运动员作为形象大
使，联动开展普法宣
传；上海市将推出地
铁“宪法主题专列”，通
过地铁网络推动宪法
知识入脑入心；江苏省
将借助宪法公园、宪法
广场、宪法长廊等上百
个宪法宣传专区，开展
宪法宣誓、青少年成人
礼等互动体验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 董瑞丰 沐铁城）针对新
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
专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发现和流行情况

2021年11月9日，南非首次从病例样本中检测到一种新
冠病毒B.1.1.529变异株。短短2周时间，该变异株即成为南
非豪登省新冠感染病例的绝对优势变异株，增长迅猛。11月
26 日，WHO将其定义为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ariant of
concern, VOC），取名希腊字母O（Omicron, 音“奥密克戎”）
变异株。截至11月28日，南非、以色列、比利时、意大利、英
国、奥地利和中国香港等，已监测到该变异株的输入。我国其
他省市尚未发现该变异株的输入。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南非首
先发现和报道，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是在南非演变形成的，变异
株的发现地不一定是起源地。

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的可能原因

根据新冠病毒数据库GISAID目前共享的信息显示，新
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突变位点数量明显多于近2年流行
的所有新冠病毒变异株，尤其在病毒刺突（Spike）蛋白突变较
多。推测其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1）免疫缺陷患
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在体内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进化累积了大
量突变，通过偶然机会传播；（2）某种动物群体感染新冠病毒，
病毒在动物群体传播过程中发生适应性进化，突变速率高于
人类，随后溢出传染到人类；（3）该变异株在新冠病毒基因组
变异监测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持续流行了很长时间，由于监测
能力不足，其进化的中间代次病毒未能被及时发现。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

目前，全球尚无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
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但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具有

前4个VOC变异株Alpha（阿尔法）、Beta（贝塔）、Gamma（伽
玛）和Delta（德尔塔）刺突蛋白的重要氨基酸突变位点，包括
增强细胞受体亲和力和病毒复制能力的突变位点。流行病学
和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南非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数激增
以及部分取代德尔塔变异株，传播力有待进一步监测研究。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疫苗和抗体药物的影响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 S 蛋白若出现 K417N、E484A 或
N501Y突变，提示免疫逃逸能力增强；而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
存在“K417N+E484A+N501Y”三重突变；此外，奥密克戎变异
株还存在其他多个可能降低部分单克隆抗体中和活性的突
变。突变的叠加可能降低部分抗体药物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保护效力，对现有疫苗免疫逃逸的能力，有待进一步监测研究。

对我国现使用的核酸检测试剂是否有影响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基因组分析显示，其突变位点不影
响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奥密克戎变异
株突变的位点主要集中在S蛋白基因的高变异区，并不位于
我国第八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公布的核酸检测试
剂引物和探针靶标区域（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向全球公布
的ORF1ab基因和N基因）。但南非多个实验室的数据提示，
对于检测靶标为S基因的核酸检测试剂可能无法有效检出奥
密克戎变异株的S基因。

有关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措施

鉴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南非的快速流行趋势，包括美国、
英国、欧盟、俄罗斯、以色列、我国台湾和香港等在内的多个国
家和地区纷纷限制来自非洲南部的旅客入境。

我国的应对措施

我国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对奥密克戎变异

株仍然有效。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建立了特异性核酸检测方法，并持续针对可能的输入病例开
展病毒基因组监测。上述措施将有利于及时发现可能输入我
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世卫组织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加强新冠病毒的监测、报告与研
究工作，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阻断病毒传播；建议个人采
取的有效预防感染措施包括公共场所至少保持1米距离、佩
戴口罩、开窗通风、保持手清洁、对着肘部或纸巾咳嗽或打喷
嚏、接种疫苗等，同时避免去通风不良或拥挤的地方。与其他
VOC变异株相比，目前尚不确定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致
病性和免疫逃逸能力是否更强，相关研究在未来的几周内将
得到初步结果。但目前已知的是，所有变异株都可能导致重
症或死亡，因此预防病毒传播始终是关键，新冠疫苗对减少重
症和死亡仍然有效。

公众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需要注意哪些？

（1）戴口罩仍然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对于奥
密克戎变异株同样适用。即使已经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
接种加强针的情况下，也同样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
交通工具等场所佩戴口罩。此外，还要勤洗手和做好室内
通风。
（2）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在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例如

发热、咳嗽、呼吸短促等症状出现时，及时监测体温，主动
就诊。
（3）减少非必要出入境。短短数天时间，多个国家和地区

陆续报告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我国也面临该变异株输入的
风险，并且目前全球对该变异株的认识仍有限。因此，应尽量
减少前往高风险地区，并加强旅行途中的个人防护，降低感染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机会。

（上接第1版）围绕大局履职尽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
际工作成效担当起新时代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市十七届人大
六次会议的决定。

会议决定接受邓修明因工作调动提出的辞去天津市监
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会议任命陈辐宽为天津市监察
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代理主任。会议决定免去周德睿的天津
市副市长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天津市人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的议案，决定将这个议案
提请市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和新修订的燃
气管理条例、土地管理条例，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科
学技术普及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和关于修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关于废止盐业管理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会议审议了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若干规
定、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若干规定、基因和细胞产业促进条例草案。

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提

出了意见建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陈辐宽所作

的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并
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十四五”重大项目及相关政策措施实施
情况、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
议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市
人民检察院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审议了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及闭会期间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段春华在讲话时说，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为推
进我市保护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重要
法治保障。要以实施条例为契机，充分挖掘和展示天津红色资
源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

段春华指出，这次会议首次听取审议市监察委员会关于
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
充分肯定报告，认为市监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
委工作要求，切实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依法履行职责，健全工作机制，推动追逃追赃工作深入
开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要更好发挥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完善制度机制，推动追逃追赃工作取得
更大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新的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宝明、王小宁、李虹、张庆恩、马
延和，秘书长贾凤山出席。副市长孙文魁、康义，市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宫鸣，市监察委员会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次会议

国家两部门联合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促进参保人员基本医保待遇连续享受

1.职工医保参保人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补缴职工医保费，缴费当
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追溯享受。

2.已连续2年（含）以上参保的，因就业等个人状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换参保关系，中断缴
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补缴基本医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
的待遇可追溯享受。

3.各统筹地区可根据自身情况，对中断缴费3个月以上的，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4.转出地和转入地经办机构均已上线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且开通转移接续业务线上办理渠道

的，申请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首页下方的地方网厅入口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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