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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福建省羊程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

运输证，车牌号：闽 C4262挂，车辆营运证号码：

350581009531，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宝祥水墨艺术馆不慎遗失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石狮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978001523801，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许自权不慎遗失石狮世恒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号码：0000253，金额：12756元，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许自权不慎遗失世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石狮

分公司开具的管理费保证金收据，号码：0000629，金额：

3826.8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许自权不慎遗失世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石狮

分公司开具的质量保证金收据，号码：0000630，金额：

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湖滨街道花园城社区居民委员会黄基

础、洪明媚不慎遗失2009年2月27日办理的独生证，证

号：35058100109039，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泉州市立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及法人高德河私章，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闽西职业技术学院邱煌眯不慎遗失学生证，

学号：2019010236，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鸿山镇东明路邱煌眯不慎遗失身份

证，号码：350581200111264044，特此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伟峰体育用品加工厂不慎遗失石狮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2年4月13日核发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代码：59346526-7，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伟峰体育用品加工厂
2021年1月14日

遗
失
声
明

国内视窗回应关切 让科学跑赢疫情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观察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近期，辽宁、河北等多地报告本土

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牵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疫情有多严峻？

过年还能不能回老家？防控的薄

弱环节在哪？一个个问号萦绕在

人们心头。

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为公众送来了“及时

雨”。

“疫情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

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

农村比例高等特征，有的地方出现

了社区传播、多代传播，防控形势

复杂严峻。”曾在2020年主持过

100多场这一高级别发布会的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米锋

率先介绍了近期疫情的特点。针

对疫情造成的困惑和民生关切，国

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专家及时作出回应。

——辽宁、河北病例的救治
情况怎么样？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直言不讳：近期河北

和辽宁疫情的患者当中，老年人

和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患者较

多。“这对救治工作提出了挑战。”

但她同时表示，国家高度重

视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按照“四

集中”原则，第一时间派出国家级

专家团队，分别调集了3万毫升血

浆支持两地重症患者，重症救治

“一人一策”，最大化保证救治质

量。

——为什么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不在第一批接种疫苗人群
之列？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

监察专员王斌明确回应：目前冷

链从业人员、海关边检、医疗卫生

机构人员、公共交通场所工作人

员等重点行业人群感染风险较其

他人群高，按照“区域分开、口岸

优先、区分轻重缓急、稳妥有序推

进”的原则，现阶段接种的重点人

群是18-59岁高风险和可能高传

播风险的人群。

“随着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数

据不断完善、防控工作需要及疫

苗供应量增加等，我国会逐渐扩

大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包括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王斌的补充，

给公众吃了“定心丸”。

——无症状感染者带来的疫
情扩散风险有多大？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

给出权威科普：无症状感染者有传

染性，但是传播效力可能没有那么

高，和有症状的患者比起来，传染

性相当于其1/4至1/3，比较低。不

过，我们对无症状感染者采取与患

者同样严格的防控举措。

乡和村两级要做好重点人群

摸排，要聚焦农贸市场、医疗机

构、进口冷链食品加工、运输存

储、销售等重点机构场所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干货满满的

发布会，准确及时披露事实和举

措，不回避问题和挑战，传播科学

知识，让公众看到了一个高效、负

责任的政府形象。

“注重公开、及时、透明，让公

众第一时间知晓疫情信息并做好

防护，为全民科学战‘疫’注入正能

量，这正是我们期望通过新闻发布

会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米锋说，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建立多层次多

渠道多平台信息发布机制，持续发

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国内外关注

的疫情形势、疫情防控、医疗救治、

科研攻关等热点问题。

2020年1月22日起，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开始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疫情有关情况；同年1月

27日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每

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重

点疫情信息并回应国内外媒体热

点问题，国家层面和各省区市累

计召开各类新闻发布会超过1500

场。

13日的发布会上，发言嘉宾

以沉着的语调、翔实的数据和专

业的科普，让公众感受到同心战

“疫”的信心和决心——我国已经

积累了丰富的疫情防控救治经

验，有能力、有信心作出科学应

对，将疫情的小火苗及早扑灭。

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正在

推进，各地雪中送炭紧急驰援河

北，疾控和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开

展流调和病毒溯源工作……我们

相信，科学终将跑赢疫情，战“疫”

的胜利曙光不会遥远。

环球点击

据新华社沈阳1月13日电 近

日，在沈阳市面向市民的第三轮

核酸检测过程中，“灵采”咽拭子

采样机器人（以下简称“灵采”机

器人）进行了试验性应用。

13日上午，记者在沈阳市皇

姑区宁山路小学核酸检测点看

到，被采集者将身份证放在识别

区录入信息，然后把下巴放在指

定位置上张开口部。采样员在后

端通过屏幕显示划定检测范围

后，“灵采”机器人便开始自动进

行采样、将样本放入试管中、将试

管封口等检测程序。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负

责五一社区宁山路小学核酸采样

点位的工作人员段炜莹告诉记

者，机器人采样避免了采样人与

受试者近距离接触产生交叉感染

的风险。同时，机器人采样能够

做到标准化和规范化，有效保证

核酸采样的准确性。

据介绍，“灵采”机器人可以自

动完成受试者登记、取拭子、拧盖、

装瓶、试剂保存等功能的衔接，并且

在样本收集过程中，自动化地实现5

人及以上的样本收集。在本次试验

性应用中，“灵采”机器人按计划进

行了受试者的机器人化采样操作，

受试者评价机器人采样稳定。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健

康服务处副处长李壮介绍，辽宁省

卫生健康委在新冠肺炎疫情临床

救治、防控实践过程中积极应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疫情

防控。此次智能化咽拭子采样机

器人首次试点应用于全民核酸检

测，实现了全流程隔离防护，可有

效避免医护及受试者交叉感染，且

具备标准化、可追溯的特点，是数

字辽宁、数字抗疫的新探索。

据介绍，咽拭子机器人不仅

可应用于医院，还可适用于机场

海关、高速路口等人群流动关

卡。目前，咽拭子样本前处理系

统已申报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前

期应用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欧洲呼吸杂志》。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公布2020年度“扫黄打非”十大案件，包括

利用网络直播、引流导流、架设淫秽网站等方式

传播淫秽物品，制作传播非法出版物、侵犯著作

权、网络水军删帖、假记者敲诈勒索等类型。据

统计，2020年全国共查办“扫黄打非”案件1.1万

余起，其中刑事案件3218起，刑事处罚5000余人。

2020年度“扫黄打非”十大案件分别为：广东

肇庆“5�04”利用网络直播组织淫秽表演案；陕西
咸阳“3�26”利用网络直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河南郑州假冒“滴滴司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江苏盐城“极度文学”利用微信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北京“5�20”利用视频网站传播涉幼淫秽物
品案；浙江杭州淘宝网店非法销售英文电子期刊

案；辽宁大连任某某等制作传播非法出版物案；

山东滨州“4�20”侵犯著作权案；安徽安庆“3�04”
网络水军删帖牟利案；山西朔州“5�16”纪某团伙
假记者敲诈勒索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为进一步保障河

北物资供应，石家庄周边地区将加快设立物资中

转调运站，优化长途干线与城市配送交通组织，

确保进出石家庄及周边地区各类应急物资和生

产生活物资有序中转、高效分拨。

这是记者13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的。交通运

输部等三部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逐步恢复石家

庄、邢台等地寄递投递秩序，中低风险区，要在强

化邮递员、快递员健康防护管理基础上，允许其进

入小区、社区、物业等管理区域进行末端投递。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朱凤莲13日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应询介绍，截至1月9

日，已累计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900多万剂次。疫苗接种完全

在自愿申请、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进行，台胞对是否接种疫苗有选

择权。目前广西、厦门等地部分

台胞已接种疫苗的，不需个人付

费。

有记者问，台陆委会称，大陆

批准上市的新冠疫苗有效性与保

护力等信息尚未公开，在大陆的

台胞应审慎考虑接种必要性，对

此有何评论？还有记者问及在大

陆台胞能否免费接种？朱凤莲作

了上述回应。

朱凤莲说，在疫苗研发生产

过程中，我们始终把疫苗的安全

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2020年

12月，国家药监局正式附条件批

准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生产

的新冠灭活疫苗上市申请。已

有数据显示，其保护效力达到世

卫组织和国家药监局相关标准

要求。

朱凤莲答问中还介绍说，根

据统一的工作部署，厦门市2020

年12月14日启动了疫苗重点人

群接种工作，第一阶段先对医疗

卫生人员、涉及进口冷链物品的

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等9

类感染风险较高的人群进行接

种。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等

机构服务在厦台胞，对这9类人群

中自愿接种的台胞进行了登记统

计，安排接种。目前各地接种工

作正分阶段有序进行，对包括大

陆台胞在内的符合条件的群众，

都会作出妥善安排。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
电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12

日致信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拒绝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

免特朗普总统职务。当日晚些时

候，众议院依然正式通过决议，敦

促彭斯采取行动。美国国会众议

院预期13日将对弹劾案举行全

体投票。

彭斯在信中写道:“我相信这

一行动不符合美国最大利益，也

有违宪法。”他说，宪法第25条修

正案只适用于总统失去行为能力

或残疾而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

在目前条件下罢免特朗普将“开

创一个可怕的先例”。据悉，此前

一天，彭斯曾与特朗普会晤。

依据美国宪法，众议院负责

提出弹劾案，参议院负责弹劾案

审理。如三分之二国会参议员支

持弹劾，特朗普将被定罪。

美国众议院
将就弹劾案投票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
2020年“扫黄打非”十大案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国务院安委办、应

急管理部13日召开岁末年初全国安全防范工作

视频会议，要求紧紧盯住瓦斯、水害、冲击地压、

大班次等高风险煤矿和入井超30人、井深超800

米的地下矿山以及边坡超200米的露天非煤矿

山，逐矿组织风险评估，严控重大安全风险。

10日14时，山东烟台栖霞市山东五彩龙投资

有限公司笏山金矿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井下22名工

人被困失联。会议指出，要抓紧理顺矿山安全监管

监察体制机制，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对非煤矿山

不能放松安全监管，国家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对非煤

矿山要组织开展专项监察。会议要求对涉险事故

提级调查，对重大涉险事故实行挂牌督办。

高风险煤矿等
将逐矿组织风险评估

石家庄周边将设立
物资中转调运站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

情防控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带来

不便，自发售2021年2月12日（正月初一）车票起，

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即1月29日起售2021

年2月12日（正月初一）车票。1月14日至1月28

日，只发售2月11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1月29日起，旅客可在同一起售时间通过

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App、电话订票、自动

售票机、车站窗口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具体

起售时间可通过12306网站（含客户端）查询。

自1月14日起，旅客因行程改变需退票的，

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

以上同比例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7天

及以内退票的，仍按48小时以上、48—24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行；办理改签和变

更到站业务时，仍不收取改签费用。

火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13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13日发布的最

新疫情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已超过9000万例。

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13日9时47分（北京时间13日

16时47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达90054813例，累计死亡

1945610例。

其中，美国、印度、巴西的累

计确诊病例数位列前三。美国累

计确诊22428591例，累计死亡

373329例 ；印 度 累 计 确 诊

10495147例，累计死亡 151529

例；巴西累计确诊8131612例，累

计死亡203580例。累计确诊病例

较多的国家还包括俄罗斯、英国、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哥伦

比亚、阿根廷、墨西哥等。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

人迈克尔�瑞安警告，即便新冠疫
苗完全有效，现在就谈论何时能

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仍为时尚早。

目前接种疫苗的首要目标是降低

病毒传播、挽救更多人的生命等。

数据显示全球累计
新冠确诊超9000万例

智能机器人在沈阳核酸检测中开展试验性应用

新华社成都1月13日电 13

日上午，一节银黑相间的工程化

样车在位于成都的试验线上缓缓

行驶。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发设

计、自主制造的世界首台高温超

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

正式启用，设计时速620千米，标

志着我国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

化研究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据悉，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

程化样车及试验线项目位于西南

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

室，验证段全长165米，由西南交

通大学联合中车公司、中国中铁

等单位协同攻关研发。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吴胜权说，高温超导磁

浮技术利用超导体在磁场中的

“钉扎”效应实现悬浮和导向，具

有悬浮导向无须实时控制、前进

方向阻力小等优势，是实现磁浮

车辆高速化的技术线路之一，具

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记者看到，高温超导高速磁

浮工程化样车车头采用流线设

计，形状如子弹头。不同于高铁

靠车载电源驱动在钢轨上“奔

跑”，该样车悬浮在永磁轨道上，

轨道中间铺有直线电机，在车子

底部装有超导悬浮装置替代了车

轮。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吴自立介

绍，样车采用全碳纤维轻量化车

体、低阻力头型、大载重高温超导

磁浮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工艺,设

计时速620千米，有望创造在大

气环境下陆地交通的速度新纪

录。

西南交通大学超高速真空

管道磁悬浮交通研究中心副主

任邓自刚说，该项目的建成是推

动高温超导高速磁浮技术走向

工程化的重要实施步骤，可实现

高温超导高速磁浮样车的悬浮、

导向、牵引、制动等基本功能，及

整个系统工程的联调联试，满足

后期研究试验，为远期向1000千

米/小时以上速度值的突破奠定

基础。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13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13日上午在

雅加达总统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

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他是印尼

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

佐科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

己接种疫苗的过程。完成接种之

后，佐科被颁发疫苗注射证书。14

天后，他将凭证书接种第二剂疫

苗。

当天，印尼部分内阁部长、国

民军司令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也

接种了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佐科本月7日在个人社交媒

体账号上曾表示，自己要第一个接

种克尔来福新冠疫苗，是为了让所

有人都相信这款疫苗是安全的。

印尼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本

月11日宣布，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已在印尼万隆市完成了Ⅲ期临床

试验，有效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

定的50%门槛，给予这款疫苗紧急

使用许可。

印尼从本周起在全国启动新

冠疫苗接种，将分阶段为全民免费

接种疫苗，优先接种人员为全国

130万名医卫工作者。印尼政府希

望通过大规模接种疫苗，在人群中

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来阻断新冠

病毒的传播。印尼卫生部长布迪�
古纳迪说，政府计划在15个月内为

1.81亿印尼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1月13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接种新冠疫苗

台胞在大陆自愿申请接种新冠疫苗 目前接种免个人付费
据新华社马尼拉1月13日

电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3日发

布消息说，一艘货船当天在菲律

宾以东海域突发严重故障，经多

方联系协调，包括14名中国籍船

员在内的全部船员均已获救。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13

日上午，“永丰”号货船在菲律宾

以东约400海里处发生严重故

障，船体失火、货舱进水，船上共

有包括14名中国籍船员在内的

22名船员。

获悉情况后，中国驻菲律宾

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

急机制，迅速核实并确认船只确

切位置，与菲律宾外交部、海岸警

卫队等部门取得联系。经各方密

集联系协调，全部船员于当天中

午被赶往救援的船只救起，所有

船员平安无碍。

货船在菲海域遇故障
14名中国船员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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