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国内】08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２０22年 1月 18日·星期二

1月17日10时35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成功将试验十三号卫星发射升
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我国国成成功功发发射射试试验验十十三三号号卫卫星星

重庆全面完成
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新华社电 记者从17日开
幕的重庆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获悉， 2021年重庆市全面完
成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
态修复工作， 扎实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

据介绍， 重庆市长江经济
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实施范围为长江干流重庆段及
嘉陵江、 乌江等主要支流10公
里范围内的废弃露天矿山， 共
涉及万州、 江津、 忠县等26个
区县 ， 治理任务面积 2214公
顷、 废弃露天矿山图斑914个。

自2019年启动以来， 重庆

市按照保障安全、 恢复生态、
兼顾景观的总体要求， 因地制
宜用好法律手段和市场化方
式， 于2021年底全面完成修复
任务， 抚平大地 “伤疤”。

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 过去一年来， 重庆市还实
施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建
设32万亩 ， 国土绿化营造林
510万亩，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到54.5%。 2021年，长江干流重
庆段水质保持为优，74个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8.6%，
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26天 ， 生
态环境取得明显改善。

近日， 多地报告发现奥密克
戎变异株感染病例， 引发广泛关
注。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国家
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专
家17日就有关问题作了最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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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变异株。 11月26日， 世界卫生
组织将其命名为Omicron （奥密
克戎） 变异株。 相关病毒数据库
显示， 截至2022年1月17日， 118
个国家提交了奥密克戎病毒基因
组序列374314条。 目前， 奥密克
戎变异株已成为全球优势流行
株。

奥密克戎变异株最早于2021
年11月27日输入我国香港， 12月
9日首次输入我国内地。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
多国流行病学数据提示， 奥

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能力较其他变
异株有所增强。 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1年12月23日关 于 奥 密 克 戎
的简报显示 ， 其家庭续发率为
15.8%， 高于德尔塔的10.3%。 英
国卫生安全局数据显示， 2021年
12月19日至20日， 伦敦90%和英
格兰76%的新冠肺炎病例为奥密
克戎变异株感染。 美国疾控中心
网站数据显示， 在2021年12月26
日至2022年1月1日的一周内， 美
国本土95.4%的新冠肺炎病例为
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

现有疫苗对预防奥密克
戎变异株感染的效果

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现有疫苗并未
完全出现免疫逃逸 ； 现有疫 苗
对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仍 有 一 定
的保护效果， 但对其预防感染的
能力有所下降 ； 未发现 奥 密 克
戎变异株引起重症率和死亡率
的上升，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现有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仍有效

果。

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现有
核酸检测试剂的影响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基因组
分析显示， 其突变位点不位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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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我国
主流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

有关国家和地区采取的
措施

鉴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全球
的快速流行趋势， 近期美国、 英
国、 俄罗斯和欧盟等均建议民众
加强日常卫生防护 （洗手、 戴口
罩和安全社交距离）， 卫生部门
加强疾病监测、 疫苗接种， 尤其
是为一线医护人员注射新冠病毒
疫苗加强针。

我国的应对措施
我国 “外防输入 、 内防反

弹” 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 总方
针 ，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
效。 中国疾控中心已针对奥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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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及关联的本土病例开展病
毒基因组监测， 有利于及时发现
可能输入或关联本土的奥密克戎
变异株。

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奥密
克戎变异株的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加强
新冠肺炎病毒的监测、 报告与研
究工作， 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
施阻断病毒传播。 建议个人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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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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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疫苗对减少重症和死亡
仍然有效。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公众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注
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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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完成全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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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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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非必要出行。 尽量不前
往高风险国家或地区， 如必要前
往 ， 要加强旅行途中的个人防
护， 降低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风险。 密切关注国内本土聚集性
疫情， 非必要不前往有疫情的县
（市、 区、 旗）， 有疫情的地方居
民非必要不离开居住地。

据新华社

奥密克戎已成全球优势流行株
国家卫健委最新解答来了！

新华社电 刘明的微信头像
是一只天鹅。 那是他第一次在山
东省五莲县白鹭湾湿地接触到天
鹅时， 更换的头像。 2013年1月
的一天， 白鹭湾艺术小镇安保部
负责人刘明在巡护时， 发现一只
天鹅在水面游弋。 这是白鹭湾湿
地修复后， 发现的前来越冬栖息
的第一只天鹅。

“太漂亮了， 当时我心里产
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让它留在
这里。” 刘明说。 他试着近距离
观察一下， 却不想天鹅被惊扰飞
走了。

看着天鹅远飞的身影， 刘明
有些失落。 接连几天， 刘明驱车
在附近水域找寻天鹅的踪影， 直
到有一天， 他发现天鹅又回到了
白鹭湾湿地栖息觅食。

为了保护这位远道而来的
“客人 ”， 白鹭湾湿地决定组建

“天鹅护卫队”， 刘明主动请缨担
任护卫队队长 ， 五莲县生态环
境、 水利、 派出所等部门单位也
派人加入其中。

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4点钟，
刘明背起玉米粒和青苗， 进入湿
地为天鹅投食， 并守护着这份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有一次，
一只天鹅在觅食时不小心被渔线
勾住舌头， 奋力扑打着翅膀想要
挣脱，凄惨地鸣叫着。刘明和队友
发现后，小心翼翼靠近天鹅，帮它
剪掉渔线。从此之后，天鹅护卫队
加大了巡护力度， 严加制止下网
捕鱼和惊扰天鹅行为。

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近
年来， 五莲县持续推进全域绿水
工程， 对全县境内的64条河流和
179座水库实行企业化运作，物业
化管理，专业化考核，并将重点河
湖按乡镇为界划分37个断面，每

月定期监测。对连续2个月不达标
的河湖，进行媒体曝光，并由县级
总河湖长或副总河湖长对河湖长
进行约谈。 同时， 将禁止乱倒垃
圾、 非法排污等河湖管理内容写
入村规民约。 如今， 全县河域基
本实现了无垃圾， 山更青， 水更
绿， 环境更美。

九年的时间里， 在白鹭湾湿
地， 天鹅从 “稀客” 变成了 “常
客”， 数量也从1只增加到45只，
除此之外还有东方白鹳、 白骨顶
鸡 、 红头潜鸭 、 绿翅鸭 、 绿头
鸭、 凤头麦鸡等80余种鸟类飞抵
湿地越冬。

每年， 天鹅越冬飞回西伯利
亚， 刘明心里会感觉空落落的，
总是惦念它们在那里生活得怎么
样。 每年， 他也充满了期望， 期
望它们再 “回家” 的时候能带上
更多新 “朋友” ……

白鹭湾畔的天鹅卫士
新华社电 记者16日从山

西省水利厅获悉， 去年以来山
西省通过实施一批旱作梯田、
淤地坝等水土保持工程， 集中
连片推进水土流失治理， 完成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0.35万平方
公里， 全省水土流失强度大为
减轻， 黄河入河泥沙量大幅度
减少。

“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肥
水美五谷香 。 左手一指太行
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 然
而，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曾是
全国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省份
之一，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最高
时达到10.8万平方公里， 其中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6.76万
平方公里， 占全省水土流失面
积的62.6%， 年入黄河泥沙量
3.66亿吨， 是黄河泥沙的主要
来源地。

山西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近年来山西省投入6亿
多元实施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 各级水利部门整合各

行各业项目资金， 集中连片推
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形成一
批水土保持示范区。 在晋北风
沙区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 首
都水资源水土保持等工程项
目， 在晋西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和吕梁山南部黄土残垣沟壑区
实施国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 农
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 坝滩联
治等工程项目， 在太行山土石
山区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
设工程等项目， 全省重点区域
水土流失治理加速推进。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经过多年连续治理， 截至2021
年底， 山西省水土流失面积已
减少到5.54万平方公里左右 ，
省内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也
减少到3万多平方公里， 全省
水土流失强度大为减轻， 黄河
入河泥沙量也大幅度减少。 下
一步山西将持续加大水土流失
治理力度， 让更多的 “穷山恶
水” 变为 “青山绿水”。

山西去年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0.35万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