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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增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疫情快报

全球专家再度研判奥密克戎
“大号流感”无科学依据 打加强针特别需要 戴口罩仍是阻断传播有效方式

病毒毒性是否减弱？

仍需更多研究加以证明

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多项研究显
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隐
匿性强的特点，但目前引发的肺炎症状
相对较轻。

日本和美国多名科学家一项联合研
究显示，相比以往毒株，仓鼠和老鼠感染
奥密克戎后的肺部损伤小，死亡几率也在
降低。

我国香港的科学家在研究新冠肺
炎患者的肺部组织样本后发现，奥密克
戎在这些样本中的“生长”速度比其他
毒株慢。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应对官员阿
卜迪·马哈茂德4日对外表示，越来越多研
究表明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上呼吸道感染，
与其他引发严重肺炎的毒株不同。“但我
们仍需更多研究加以证明。”这名官员同
时补充。

尽管已有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感染
病例症状总体较轻，考虑到疫苗大规模
接种、部分感染地区年轻人口多等因
素，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出病毒毒性减弱
的结论。

美国3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00
万例，创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新纪
录。研究人员指出，即便奥密克戎毒性减
弱，但传播力增强，如果病例持续激增，住
院和死亡病例数仍会继续上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日公开表
示，尽管奥密克戎与德尔塔相比，引发重
症的风险显得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应把
它归为“温和”一类。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对外表
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不同的国家目前表
现出不同的特征，认为奥密克戎是“大号
流感”的观点目前尚无科学依据。

疫苗效果如何？

最新研究认为至少可避免重症

世卫组织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
新冠重症病例中，90%的患者未接种新冠
疫苗。同时，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在已接
种疫苗的群体中，奥密克戎引发重症的风
险显得较低。

接受采访的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
奥密克戎携带大量的刺突蛋白突变，可能
导致其逃避疫苗免疫能力增强。不过，部

分研究已发现，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在过去
6个月内感染过新冠肺炎的人，体内仍有
较多T细胞组成第二道防线，可阻击奥密
克戎并保护人体免遭重症。

上述专家表示，研究显示，新冠灭活
疫苗加强针接种后，抗体的滴度迅速上
升，且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有助于较好
地预防变异毒株。相比其他毒株，奥密克
戎使得疫苗效果折扣更大，所以特别需要
打加强针。

张文宏认为，部分国家之所以“硬闯”

这波疫情，且病死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其底气
主要来自较高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疫苗在新
冠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疫情未来走势怎样？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国家卫健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研判
认为，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对
奥密克戎仍然有效。

应对境外输入的德尔塔时，我国多个省
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时间有效控制了疫情。
这个过程中，总结了不少防控经验，包括提升
疫情防范和早发现能力、进一步发挥流调和
监督队伍作用等，可以同样用来“对付”奥密
克戎。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戴口罩仍是阻
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对于奥密克戎同样
适用。此外，还要勤洗手、做好室内通风、做
好个人健康监测等。

中医药也在积极作为。9日，天津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精心煎煮的预防汤剂
7000余袋，第一时间分发给一线工作人员及
密接隔离人员。

奥密克戎来袭，张伯礼院士等相关专家
连线本土儿童病例诊疗团队及欧美、非洲等
输入病例诊疗团队，发现与此前患者相比，奥
密克戎变异株新冠肺炎患者初期显示出较明
显的外感风寒征象，中期表现肺热症状，伴随
气阴两虚。

张伯礼表示，要做好中医诊疗方案和康
复方案的修订工作，结合季节因素和儿童体
质特点，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给患者特别是
儿童病患最好的医疗照护。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一切

防控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卫生
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只要坚决贯彻“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
把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就一定能
够早日控制住疫情。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据新华社大连1月11日电（记者 郭翔 张博群）日前，辽
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单位大
连某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人付某浩、张某勇、付某军妨害传染病
防治案，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人民币八十万
元，判处三名被告人四年九个月到三年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大连某管理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港口货物
装卸搬运、人力资源服务等业务。付某浩为该公司实际控制
人，付某军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张某勇为公司经理。

2020年11月中旬，载有进口冷链货品的某外籍货轮停靠
大连港大窑湾码头。2020年12月1日至12月12日，受付某浩
指派，张某勇雇佣劳务人员对该外籍货轮上的进口冷链货品
进行装卸搬运作业，并担任现场作业负责人。

作业过程中，被告单位违反进港作业人员须备案且持有7
日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疫情防控规定，张某勇虚增、篡改备案作
业人员名单。同时，张某勇对作业人员疏于监管，致使作业人员
存在多项违规行为，比如被告单位未严格执行闭环管理规定，作
业人员下班后经常出入人员密集的多个公共场所。张某勇还组
织后被证实感染新冠肺炎的多名作业人员帮其搬家，并到饭店
聚餐。被告单位对中途离职的作业人员监管不到位，致使一名
后被证实感染新冠肺炎的作业人员未经隔离、核酸检测就离职。

上述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行为，导致新冠病毒由进口冷
链货品向社会面扩散传播。自2020年12月15日发现受雇于
被告单位的4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以来，大连该轮疫情
共发现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83人。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任沁沁）公安部11日发
布2021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据。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3.95亿辆，其中汽车3.0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4.81亿
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44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784万
辆，同比增长59.25%。

全国79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9个
城市；35个城市超200万辆；20个城市超300万辆，其中北京、
成都、重庆超过500万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超过400万
辆，武汉、深圳、东莞、天津、杭州、青岛、广州、宁波、佛山、石家
庄、临沂、济南、长沙等13个城市超过300万辆。

据新华社西安1月11日电（记者 张思洁 蔺娟）记者从
11日举行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随着西安市本轮疫情形势整体平稳向好，西安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就疫情滞留人员有序离市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吕永鹏介绍，疫情滞留人员
有序离市具体政策为，滞留在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区县（开发
区）的人员，严格限制离市；滞留在其他区县（开发区）的人员，
非必要不离市，确需离市的，须经街道办（镇）或开发区批准，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离市。符合
条件的人员向所在社区（村）提交离市申请，由社区（村）进行
初审，街道办（镇）复核批准后，发放离市证明。未托管街道办
（镇）的开发区由开发区指挥部复核审核，发放离市证明。

公安部发布2021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据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5亿辆

随着奥密克戎成为部分国家主要流行毒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
续增大。奥密克戎在全球迅速扩散的同时，毒性是否有所减弱？已有疫
苗效果是否依旧？未来如何更好地进行精准防控？

西安出台滞留人员离市政策
中高风险地区：严格限制离市
其他区县：非必要不离市，对确需离市的符合
条件人员核准后发放离市证明

大连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一审宣判

三名被告人分处有期徒刑

根据疫情防控实际，西安市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支持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近日，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洩湖镇一花卉

基地的蝴蝶兰竞相绽放，不少商家前来选购。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获悉，根据现场流调信息梳理本
轮疫情传播链条发现，本起疫情主要以在
校学生及其家庭，津南区某场葬礼活动的
相关人员，以及上述人员波及的社区为中
心。现将第41—62例阳性感染者基本信
息予以公布。目前，这22例阳性感染者已
转运至市定点医院做进一步诊断治疗。
流行病学调查、涉疫人员排查管控、环境
样本采集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将
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阳性感染者41，男，10岁，津南区辛
庄镇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
9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2，女，10岁，津南区辛
庄镇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
9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3，男，43岁，津南区辛庄
镇人，系封控区筛查检测发现，1月9日采

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4，女，9岁，津南区咸水

沽镇人，咸水沽第七小学学生，系封控区
筛查检测发现，1月9日采集咽拭子，经检
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5，女，74岁，津南区辛庄
镇人，系封控区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
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6，男，72岁，津南区辛庄
镇人，系封控区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
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7，女，52岁，津南区双港镇
人，系重点人群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
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8，女，59岁，津南区双
港镇人，系重点人群筛查检测发现，1月
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49，女，11岁，津南区咸水
沽镇人，咸水沽第七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
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

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50，男，8岁，津南区辛庄镇

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9日采
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51，男，11岁，津南区辛庄
镇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10
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
阳性。

阳性感染者52，女，53岁，津南区辛庄
镇人，系重点人群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
采集咽拭子，经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测，结果呈阳性。（因居住地归属于滨
海新区）

阳性感染者53，女，48岁，津南区辛庄
镇人，高庄子小学密接人员家庭同住人
员，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
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54，女，10岁，津南区辛庄
镇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10
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
阳性。

阳性感染者55，女，34岁，津南区双港镇
人，高庄子小学密接人员家庭同住人员，1月
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
阳性。

阳性感染者56，男，12岁，津南区双港镇
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10日采
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57，女，45岁，津南区辛庄镇
人，密接人员，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
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58，女，12岁，津南区辛庄镇
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10日采
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59，男，12岁，津南区辛庄镇
人，高庄子小学学生，密接人员，1月10日采
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60，女，34岁，津南区辛庄镇
人，系重点人群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
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61，男，52岁，津南区双港镇
人，系重点人群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
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62，男，62岁，津南区辛庄镇
人，系重点人群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
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市41—62例阳性感染者详情公布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心获
悉，1月10日18时至1月11日18时，我市
新增6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
为中国籍，轻型3例、普通型3例，意大利输
入4例、津巴布韦输入1例、马达加斯加输
入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89
例（中国籍442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
4例、乌克兰籍4例、波兰籍4例、印度籍3
例、法国籍3例、意大利籍3例、委内瑞拉籍
2例、韩国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
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
1例、日本籍1例、西班牙籍1例、新加坡籍
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
突尼斯籍 1例、缅甸籍 1例、摩洛哥籍 1
例），治愈出院403例，在院86例（其中轻型
31例、普通型55例）。

第48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意大利罗马。该患者自意
大利罗马至米兰转乘航班（NO946），于1
月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
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
样后，转送至蓟州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当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患
者平素经常咳嗽、咳黄痰，胸部CT显示双
肺多发磨玻璃密度结节。经市级专家组
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8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津巴布韦哈拉雷。该患者
自津巴布韦哈拉雷经埃塞俄比亚至巴黎
转乘航班（CA934），于1月6日抵达天津滨

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
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西青
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月8日出现咽
部干燥不适，1月10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
医院治疗。胸部CT显示双肺上下叶背侧
胸膜下磨玻璃密度影及索条影。经市级
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
环管理。

第48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意大利米兰。该患者自意
大利米兰乘坐航班（NO946），于1月7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
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
后，转送至河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
月8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
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部
CT显示双肺下叶透过度不均，双肺下叶
胸膜下区索条、网格影。经市级专家组综
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8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意大利米兰。该患者自意
大利米兰乘坐航班（NO946），于1月7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
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

后，转送至蓟州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
月10日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9.3℃，伴畏
寒、咳嗽、流涕、口干舌燥、头痛，当日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
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部CT显示左
肺下叶后基底段小叶中心性磨玻璃密度
影，双肺胸膜下多发高密度影。经市级专
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
管理。

第48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马达加斯加。该患者自马
达加斯加至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1
月6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
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
样后，转送至西青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1月10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即由 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
疗。胸部CT显示右肺中下叶索条影。经
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
施闭环管理。

第48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意大利。该患者自意大利
米兰乘坐航班（NO946），于1月7日抵达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
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

至蓟州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月10日患
者出现咳嗽，咳少量白痰，时有胸闷气短，当
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
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1月10日18时至1月11日18时，我市无
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
状感染者493例（境外输入472例），尚在医学
观察64例（本土16例，境外输入48例）、解除
医学观察371例、转为确诊病例58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396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第41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
43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1
月10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

第41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
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

第427例无症状感染者、第428例无症状
感染者、第429例无症状感染者、第430例无
症状感染者、第431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
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月1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
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21380人，尚有3198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我市新增本土病例情况另行通知。

1月11日晚，在深圳市福田区，市民接受核酸采样。当天，深圳通报新增4名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郑州1月11日电（记者 韩朝阳）1月11日，河
南省公安厅通报11起严重干扰疫情防控的典型案例，其中，
11人被刑事立案侦查，5人受到行政处罚。

2021年12月30日23时许，濮阳市华龙区居民赵某将署
名“道上的兄弟”的一封信塞进濮阳市华龙区一羊肉汤馆店
内，以“如不交付50万现金店内将出现发热者或密接者”相威
胁，敲诈店主。2022年1月1日，河南省公安厅中原油田公安
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赵某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

2021年12月31日，信阳市平桥区居民郑某鸿醉酒乘坐
公交车，拒不按照信阳市疫情防控规定出示健康码，公交车司
机对其劝阻未果后报警。处警民警现场处置时，郑某鸿又辱
骂民警，并用拳头击打民警胸部。12月31日，信阳市公安局
平桥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
对郑某鸿以涉嫌袭警罪立案侦查。

2022年1月7日，在郑州市金水区某小区核酸采样点，居
民莫某根不戴口罩并在核酸采样点抽烟。工作人员上前劝说
制止时，莫某根辱骂并推搡工作人员，与莫某根同行的居民温
某楠用拳头击打工作人员头部，又咬伤工作人员左手。1月8
日，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七十七条规定，对两人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立案侦查。

此外，河南警方还通报了伪造阳性证明、瞒报个人行程、
强闯防疫卡点等干扰疫情防控的典型案例。

河南警方通报

11起干扰疫情防控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