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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升高两岸对立

抹黑恐吓在台大陆企业“动态清零”是控制疫情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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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述评

吴尊友介绍，一般情况下，呼吸道传染
病主要是通过近距离飞沫造成传播，也可
以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手没有
进行消毒处理或者清洗的情况下又接触到
口、鼻、眼等黏膜部位，就容易造成感染。

吴尊友提示，日常生活当中应对快件
包裹进行消毒处理以后再打开。平时一
定要注意手的卫生、手的清洁，坚持手卫
生就能够减少因接触污染的物体表面而
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如果一个人感染过德尔塔毒株或奥密
克戎毒株，还需要注意个人防护吗？
“在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遇

到了一个感染者还是有可能再次被感染。”
吴尊友说，新冠病毒的变异一直在持续发
生，无论怎么变，我们都可以以不变应万
变，减少个人感染风险——主要是落实好
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手卫生、保持社交
距离等，以及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石龙洪 刘欢 陈舒）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民进
党当局变本加厉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近期又处心积虑抹
黑恐吓在台大陆企业，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挑衅生事。这种
政治操弄阻挠不了两岸同胞交流合作大势，只会损害台湾工
商界和岛内同胞切身利益。

有记者问，有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期大规模约谈在台
大陆企业，搜查所谓“非法从事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活动”。对
此有何评论？马晓光表示高度关注有关动向，并作上述回应。

他举例说，江苏省淮安市一家利用稻壳加工生产环保餐
盒的台资小微企业，在4月1日新政策实施第一天，即到税务
部门咨询，并成功办理退税金额33.76万元。该公司董事长表
示，此次退税是“真金白银”的实惠。截至4月7日，山东省有
7家台企办理留抵退税，累计金额达343.11万元。

马晓光表示，希望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积极办理留抵退
税，应享尽享，从中获利受益。

上海管控“社区团购”哄抬物价行为

快查快办一批价格违法案件
据新华社上海4月13日电（记者 程

思琪 胡洁菲）当前，上海防疫工作正处紧
要关头，“社区团购”成为封控期间上海市
民生活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在13日举
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表示，
针对“社区团购”中出现的哄抬物价，以及

短斤缺两、菜品质量等问题，已快查快办了
一批价格违法案件，同时出台一系列管控
措施。

此外，针对公众关心的快递费和跑腿
费价格明显上涨问题，上海市商务委、上海
市发改委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也将
联合采取措施，进一步依法规范。

新华社上海4月13日电（记者 周琳
朱翃）近日，接网民举报并经查实，圈群传
播的“居委倒卖20万箱捐赠物资”“市民信
息登记不全导致核酸白做”“宝山方舱隔离
人员睡纸箱”“‘黑快递’为了赚钱，核酸造
假”“原浦东新区北蔡镇领导倒卖保供物
资”“松江九亭哄抢超市”“售卖上海疫情防
控通行证”等传言均为虚假信息，性质恶
劣，上海有关部门已组织公开辟谣澄清。

经上海网信办与公安部门联合溯源
调查，依据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已协调
相关部门对“幸福一家人”“黎明—通告
群”“宝华足球闲聊队”等 6个散播虚假
信息的网络群组予以封停，并对首发谣
言的多名微信个人用户予以处罚。为加
大对涉疫谣言的打击力度，针对上述不
实信息，上海警方近期已对柳某某等13
人依法立案侦查或依法行政处罚。

上海有关部门公开辟谣澄清多起虚假信息

“居委倒卖20万箱捐赠物资”系谣言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陈舒 刘欢 石龙洪）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民进
党当局处心积虑兜售“两国论”，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中华民族
根脉，割裂两岸同胞血脉联系，以各种方式抹黑攻击大陆，挑
动两岸同胞对立，以遂行其谋“独”目的。如今他们对两岸同
胞共祭黄帝竟也污蔑栽赃，纯属数典忘祖，令人不齿。

针对民进党当局强制岛内中小学增加必修所谓“本土语课”，
马晓光回应指出，这种举动实际是害台湾，害台湾年轻一代。

他说，所谓“台语”都是中华语言和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民进党当局蓄意将台湾民众使用的闽南、客家方言和少数民
族语言、普通话划分为“本土”和“外来”，包藏处心积虑“去中
国化”的祸心。企图利用语言作为工具，改变深植于台湾社会
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不可能得逞的。从民进党
政客热衷追大陆剧、用大陆应用软件，就能看出他们是一帮
“口嫌体直”的伪道学。

民进党当局污蔑栽赃两岸同胞共祭黄帝

纯属数典忘祖令人不齿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戴小河）我国在氢能加
注方面获得新突破，已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250座，约占全球
数量的40%，加氢站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这是国家能源局科
技司副司长刘亚芳近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氢能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的信息。

在交通领域，我国现阶段以客车和重卡为主，正在运营的
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车辆数量超过6000辆，约占全球运营
总量的12%。

累计建成超过250座

我国加氢站数量世界第一

为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上海正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改建成一座方舱医院，建成后

有望提供5万张床位。据悉，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全部场馆完工交付在即。

新华社发

近期，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奥密克戎是不
是“大号流感”？飞絮会不会导致新冠病毒传播？如何做好个
人防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解答。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赴吉林医疗救治
组专家分析认为，奥密克戎对高龄患者、合
并严重基础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具有严重威
胁。奥密克戎绝不是“大号流感”。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点第一是传
染性强，第二是传播速度快，第三是传播过
程非常隐匿。
“奥密克戎毒株毒力下降是相对既往

毒株而言，目前看它的危害性仍然高于流
感，尤其在未接种疫苗或没有全程接种疫
苗的老年人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
病科主任王贵强说。

王贵强介绍，目前，我国流行的奥密克
戎毒株从整体来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
例比例较高。一是因为奥密克戎毒株本身
毒力相对有所下降，上呼吸道感染为主，下
呼吸道感染比较少，肺炎发生率比较低。二
是因为目前疫苗接种的本底之下，疫苗接种
人群重症比例明显是低的。三是因为主动
核酸筛查，很多病人是在潜伏期发现的，所
以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相对是高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认为，
奥密克戎不是流感。我们要统一认识，摒
弃“大号流感论”。

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

各地即将进入飞絮期，随风飘散的杨柳
絮会不会有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
友表示，新冠病毒一般不会以游离病毒方式
直接从一个感染者传染给健康人，新冠病毒
通常以飞沫作为载体，吸附在微小的飞沫颗

粒表面，患者通过咳嗽、打喷嚏将飞沫排出，
病毒吸附在颗粒上随着飞沫排出。飞沫一
般比较小，传播的距离应该在1至2米。

吴尊友表示，在过去两年多的研究当中，
没有发现飞絮可以吸附病毒，另外一方面，目
前为止没有关于飞絮造成感染的报道。

没有关于飞絮造成感染的报道

感染者有可能再次被感染

面对奥密克戎 公众切莫大意

国台办

4月13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濮业

良老人的亲属在亲人遗像前献花悼念。

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今年离世

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祝再强、濮业良、王素明、王恒举行“熄

灯”悼念仪式。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

在世的幸存者仅剩57位。 新华社发

我科学家再创纪录

实现100公里量子直接通信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张漫子）记者12日从北
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获悉，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科研
副院长、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龙桂鲁团队与清华大学
电子工程系教授陆建华团队合作设计了一种相位量子态与时
间戳量子态混合编码的量子直接通信新系统，成功实现100
公里的量子直接通信。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量子直接
通信距离。这一突破能够实现无中继条件下部分城市与城市
之间的点对点量子直接通信。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十分严
重，我国疫情也在高位运行，防控正处于
关键紧要期。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海南考察时指
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
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要克服麻痹
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针对
病毒变异的新特点，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本
领，完善各种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常态化防
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从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到常态化
疫情防控，再到迎战德尔塔、奥密克戎……
两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中国抗疫取得了难能可贵的经
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形成了“动态清
零”这一控制疫情的“法宝”。要更加坚决
果断，把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理念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两年多前，追溯
中国经历的每一次战“疫”，我们始终不
放弃救治每一个感染者，不惜一切代价
挽救生命，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

共产党对14亿多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中
国伟大抗疫斗争的真实写照，始终是中国
抗疫不变的遵循。

正是为了人民，从刚出生的婴儿到
108岁的老人，无论病情再重、年龄多大，
不抛弃也决不放弃。

武汉、南京、西安……每当疫情袭来，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设者们废
寝忘食，让一座座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内拔
地而起；医护工作者“白衣作甲”、向险而
行，与病毒赛跑、与病魔较量；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们奔波忙碌，只为守护保障好
老百姓的生活。

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有的国家因为各
方面的压力选择“躺平”，但“躺平”不可能

“躺赢”。中国疾控中心流
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指
出，“躺平”实际上是其他
国家无奈的选择，在经过多种尝试以后，
寻找不到一种理想的控制新冠的策略，于
是干脆就“躺平”。

拒绝“躺平”是中国鲜明的态度，更是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忠实体现。

以我国14亿多的人口基数、庞大老年
人群体的现实国情，如不坚持“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势必令感染风险加大，最终将
形成规模性反弹，中国医疗体系将面临被
击穿的风险。
“动态”就是不追求绝对零感染，“清

零”就是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快速和
精准的“动态清零”，正是中国控制疫情的
“法宝”。

最高峰时容纳5000多名患者的吉林
省最大方舱医院12日实现清舱；长春市多
个区基本实现了社会面“动态清零”；上海
方舱医院平均住院时间正逐步缩短至一
周左右……

当前，疫情防控所取得的一系列成
果，充分证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就是全力以赴维护好、呵护好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坚持总策略、总方针，统筹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
越到吃劲关头，越不能有任何迟疑与彷徨。

两年多来抗疫的经验表明，面对复杂
疫情，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
略、“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防”。
对入境人员、货物与国内人员活动场

所物理隔离，高风险岗位人员实行闭环或
封闭管理，对码头、口岸、棋牌室、游船、剧
场等重点区域防控作出调整；针对中国口
岸点多、线长、面广等防控难点，进一步精

准化完善口岸城市疫情防
控机制……

从德尔塔到奥密克
戎，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我们
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以
变制变、以快制快，不断调整优化防控策略，
科学精准应对。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不放松。
“动态清零”是基于两年多的抗疫实

践以及我国现实国情所作出的科学选择、
最佳选择、必然选择。

面对复杂的世纪疫情，同传播速度更
快、隐匿性更强的变异株较量，实现“动态
清零”，关键就在“科学精准”。

正因为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
我国得以快速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
疫情，感染人数、发病人数、重症人数和死
亡人数能够保持在较低水平；正因为坚持
“科学精准、动态清零”，我国最大限度保
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发展
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彭博社网站早在今年2月9日就发表
题为《为何全世界需要中国的清零政策》的
文章称，中国“清零政策”令全世界受益。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也在2月16日
发表题为《中国的新冠感染“动态清零”政
策包含对别国的教益》的文章指出，中国
采取“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实现了每个
国家在两年前曾经寻求的目标：低死亡率
和尽可能少的经济混乱。
“中国有能力、有基础、有工具箱实现

这一总方针。强大的制度优势、老百姓的
配合支持，组合起来，就能形成对生命的
最大保护。”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
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
万年说。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

行压力，中国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精准处
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深圳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封锁和严格
监控，并增加核酸检测次数。为减少对经

济的干扰，一些工厂在“闭环”管理系统下
恢复部分运营——这种模式下，员工在公
司园区居住和工作。经过一周封控，这个
大都市控制住了由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
变异株引发的疫情。

一手抓战“疫”，一手抓发展，彰显复杂
形势下的战略定力。要进一步提高防控措
施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尽可能减轻
对经济发展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

中国疫情防控的影响和意义

2020年，在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时，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
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2021年，国内生
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
5.1%，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
办。埃菲社在报道中写道，北京在大流行背
景下举办了其有史以来第二个奥运盛事，采
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例如将当地居民与运
动员隔离开来，让后者一直处于奥运“闭环”
中，这一闭环管理的高效广受赞誉。

俄新社援引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巴赫的话说：“即使这里（北京）不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这
是巨大的成就。”

成功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接连举
办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进博会；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推进
跨境贸易便利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畅通……困难的日子里，信心堪比黄金；
中国的实践，鼓舞着世界。

两年多来，虽然疫情跌宕起伏、国际局
势风云变幻，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
国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
国行动，已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

实践充分证明，困难考验了中国人民，
也锻炼了中国人民。砥砺于磨炼、成长于
奋斗，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一定胜利！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