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行提醒

口岸货物预防性消毒，长沙严防输入风险
本报1月13日讯 长沙市

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口岸组
今天印发《关于加强进口高风
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检测和
预防性消毒工作的通告》，全
力防范疫情通过进口高风险
非冷链集装箱及装载货物外
包装输入。

该通告适用于来自高风
险国家的进口高风险非冷链
集装箱内的货物外包装、 集装
箱内壁及门把手等高频接触部
位的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
危险化学品、粮食、饲料及饲料
添加剂等不适宜实施消毒的商
品及无外包装或外包装易造成
消毒液体渗透污染的商品，不

实施集装箱货物预防性消毒。
水路运输仅适用于来自寒冷国
家或地区且全程运输温度低的
航线进口集装箱货物。

通告要求， 严格落实新冠
病毒检测工作， 在口岸查验、
交通运输、属地装卸等环节实
施预防性消毒。按照“谁的货
物谁负责， 谁作业谁组织消
毒”的原则，由货主或委托卸
货单位负责对进口集装箱货
物实施预防性消毒，对进口高
风险非冷链空集装箱在装货
作业前、清理维修作业时实施
预防性消毒。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邢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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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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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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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小时的发布会，18
个问题密集抛出， 发言嘉宾一
一耐心作答。

农村一旦发生疫情
蔓延风险可能更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
发言人米锋介绍， 根据当前国
内多地报告的本土散发病例和
聚集性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呈
现出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
比例高等特点， 有的地方出现
了社区传播、多代传播，防控形
势复杂严峻。

从近期河北疫情来看，农
村医疗卫生条件和医疗机构能
力比城市薄弱，一旦发生疫情，蔓
延的风险可能更大。 基层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等的“哨点”作用
更为凸显。

“春运是目前疫情防控面
临的一次‘大考’。”国家卫健委
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说， 和城
市地区相比， 大部分农村地区
的医疗条件薄弱， 防控能力相
对较弱， 这给农村地区疫情防
控带来挑战。

她表示，对于农村地区，要
做好重点人群摸排， 做好信息
登记和返乡14天内的健康监
测，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和个体诊所对新冠疫情的
发现报告意识， 提前组建由市
和县两级人员组成的流调队、
确定集中隔离场所等。

春节期间非必要不出行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大、聚
集性活动多， 将增加疫情传播
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
冯子健提示， 春节期间物流也
将增多，低温条件下，需警惕进
口冷链食品和其他货物被新冠
病毒污染， 从而引发输入疫情
的风险。

王斌呼吁， 广大公众春运
期间要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
行，如果一定要出行，则要关注
交通旅游信息等， 并注意错峰
出行，全程做好防护，尽量避免
去人多的密集场所。 一旦发生
可疑症状之后也不要慌， 一定
要佩戴好口罩， 去到就近的医
疗机构就诊。

潜伏期超14天是个别现象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
病科主任王贵强表示， 最近有
些长潜伏期的， 在隔离期间14
天以后仍然查到病毒， 这是个
别现象。是不是潜伏期延长了，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判。 针对这
种情况， 目前采取的措施还是
非常明确的， 针对可能出现的
14天以后仍然具有传染性这种
个别的现象， 不同地区都采取
了非常有效的手段 ， 包括
“14+7”的方式，也就是说，除
了14天的隔离以外， 还要加上
7天的居家隔离，并且在隔离期
间要进行核酸检测， 隔离结束
后也要进行核酸检测。

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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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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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今
天了解到，为方便旅客安全通
畅出行，京广高铁和沪昆高铁
湖南段沿线长沙南站、郴州西
站、娄底南站、邵阳北站、新化
南站、怀化南站等18个高铁站
近日设置了一批智能口罩派
发机，每名旅客一天可通过扫
码自助免费领取两个口罩。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智能
口罩派发机主要为应急使用，
建议旅客出门前随身携带口
罩，主动做好自身防疫措施。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韬

此轮疫情有多严峻？过年还能不能回老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回应

春运将成防疫“大考”，非必要不出行

湖南18个高铁站
可免费领口罩

记者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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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火车票预售期
调整为15天

@长沙人：新冠疫苗更多答疑解惑来了
第一批接种门诊点公布 专家解读相关注意事项

世界卫生组织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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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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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的最新

疫情数据显示，1月12日0-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1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上
海5例，广东2例，福建1例），本土
病例107例（河北90例，黑龙江16
例，山西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
例（在上海）。

■据新华社

世卫组织：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9000万例

本报1月13日讯 1月9日，本报
A04版刊发报道，针对新冠疫苗怎
么打、去哪儿打等市民关注重点进
行详细解读，仍有不少市民对暂缓
接种、补种等问题存在疑惑。

今日，记者从长沙市疾控中心
获悉， 该市9类重点人群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有关
接种疑问，相关专家进行解读。

目前接种的策略是按照“两步
走”方案，第一步是重点人群的接种。
第二步，随着疫苗获批上市，疫苗产量
的逐步提高， 将会有更多的疫苗投入
使用。通过有序开展接种，符合条件的
公众都能实现“应接尽接”，逐步在人
群中构筑起免疫屏障，控制新冠肺炎
在国内的流行。（扫报眉二维码了
解长沙首批接种门诊点）

出国留学人员如何接种？
出国留学人员需接种新冠疫

苗的， 应携带有关身份证明资料、
出国事由相关证明资料前往常住
地乡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卫健
办）申请，受理单位进行审核并出具
意见。申请人凭审核通过的申请表与
接种单位进行预约。 预约成功后携
带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按预约
时间前往接种。 主要资料包括：身
份证、户口本或居住证等身份证明
信息；有效签证；护照；录取通知
书、开学通知等。

哪些情况不能接种或应暂缓
接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介绍， 对疫苗成份过敏为疫苗
接种的禁忌， 孕妇也不建议接种。如
果处于发热期或处在慢性疾病的急
性发作期或得了其他急性疾病，均应
暂缓接种。新冠疫苗禁忌接种或暂缓
接种的其他情况， 还应结合接种知
情同意书、疫苗说明书判断。

接种后如有不适症状，请及时
联系接种门诊医生反馈相关情况
并就医。

错过第二剂的预约接种时间
如何补种？

目前尚未获得不同免疫程序
的临床研究数据，因此尚未确定2剂
新冠疫苗间的最大间隔。如错过接种
时间， 建议尽快与接种单位联系，补
齐相应剂次。

两针不同新冠疫苗可以互换吗？
建议使用同一厂家的新冠疫

苗完成全程免疫。
接种之后是否需要检测抗体？

如果为阴性需要补种吗？
接种新冠疫苗后不建议进行

抗体检测。除有特殊需求群体外无
需专门进行抗体检测，也暂不推荐
对于自行检测抗体结果阴性人群
进行疫苗补种。

■记者 张洋银

1月13日， 小朋友
接受核酸检测。 自1月
10日起，河北省石家庄
市裕华区天海誉天下小
区的风险等级由低风险
被调整为中风险。 社区
居委会通过采取对小区
的重点区域消杀、 组织
社区志愿者运送生活物
资、 对居民进行多轮全
员核酸检测等措施，加
强小区的疫情防控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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