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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两项补贴申领将“全程网办”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3 日电
（记者 高蕾）记者 13日从民政部
获悉，民政部、中国残联近日联
合印发通知，决定自 2022年 5月
15日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起，
在“跨省通办”基础上，在全国范
围内实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全
程网办”服务。“全程网办”后，残
疾人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查
询、修改补贴证明材料，从而实
现申领补贴“一次都不跑”和“不
见面审核”。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残疾人

因身体障碍而产生无法获取线
上服务等困难，在此次通知中，
两部门还强调，残疾人两项补贴

“全程网办”实施后，应进一步畅
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补贴申请
形式，继续保留业务属地及“跨
省通办”申请窗口，加强地方政
府网站、政务服务平台的无障碍
改造，明确民政助理员和残联
（残协）专职委员主动发现和协
助残疾人申领补贴的职责，推进
残疾人两项补贴政务服务事项、
办事指南线上线下同源发布、同
步更新。

“停办护照”“绿卡剪角”传言不实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3 日电
（记者 任沁沁）近期，境外一些
媒体出现我国“停办护照”“对
绿 卡 剪 角 禁 止 出 境 ”的 假 消
息。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 13 日对记者表示，这些假消
息歪曲抹黑我出入境管理政
策，意图干扰常态化疫情防控
条件下依法、精准、有效的出入
境管理措施，希望广大出入境
人员不信谣。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回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实施从严从紧出入
境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
解、积极响应，自觉做到非必要
非紧急不出境，有效降低了出
境染疫、入境带疫风险。各地
各级移民管理机构在坚持防疫

安全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出入境
管理措施；对出国出境复工复
产复学和经贸、科研、就学等必
要活动以及就医、照顾危重病
人等具有紧急人道主义事由的
人员，及时受理审批护照证件，
办理出国出境手续，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正常生产、学习、生活
和必要人员往来的影响；对出
国出境参与防疫抗疫、运送救
灾物资和鲜活农产品的人员和
交通工具提供加急办证和通关
便利，有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
安全稳定。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醒，遇有
出入境问题，可通过当地出入境
管理部门服务窗口、国家移民管
理局政务网站、微信微博政务新
媒体平台或拨打“12367”24小时
服务热线咨询了解相关政策，准
确掌握权威信息。

琼崖老区在自贸港建设中谱写新篇
■记者 赵叶苹

清澈蔚蓝的海水，包裹着
苍翠繁盛的雨林，成就了海南
岛“南海明珠”的美誉。

如果说蓝色和绿色是海南
岛的亮丽外衣，那红色，才是海
南岛最鲜明的底色。琼崖革命
曾创造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的奇迹。

革命老区万宁市长丰镇七
甲村曾经是深度贫困村，脱贫攻
坚的号角吹响后，七甲村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帮扶下，大力发展莲
雾、火龙果、菠萝蜜等特色农业
产业，村里 461户 1731名贫困群
众于 2019 年全部脱贫出列。七
甲村荣获 2020 年“海南省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2021 年全村人
均年纯收入增至 1.2万余元。

七甲村后边溪村民小组组
长符树海种植的 100棵莲雾，每
年能带来 10 万余元收入，他正
计划在菠萝蜜树林里间种斑兰
叶，让土地发挥更大效益。

符树海告诉记者，后边溪
村的大榕树曾是革命时期的交
通站，如今是党员群众共商乡
村振兴大计的“根据地”。他感
慨：“以前共产党带领我们翻身
当家做主，现在又带着我们脱
贫致富奔小康，村民的生活越
来越好。”

2020 年底，海南省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15.21 万户 64.97 万
人全部脱贫，600 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在乡村振兴方面，琼崖各

地老区村庄也大步走在前列。
在琼崖东路主要革命根据地之
一的万宁市和乐镇六连村，六
连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刘祥
征说，在红色基因的影响下，六
连村群众特别能吃苦耐劳，发
展生产不等不靠，是远近闻名
的蛋鸭养殖大村，村民年人均
纯收入超过 2.4万元。

海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常
务副会长梁振球告诉记者，自
2016年起，特别是 2020年以来，
琼崖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
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崭新面貌。

道路交通问题曾是制约老
区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八大以
来，海南高速公路新增里程 508
公里，实现县县通高速，海南岛
中部地区“2 小时交通生活圈”
已成为现实。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让老区人民逐步过上更加富裕
幸福的生活，2021 年，海南省出
台关于新时代支持琼崖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的相关实施意见，
提出要发挥老区在海南自贸港
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梁振球认为，随着海南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海南生态软件园等自贸港重点
园区在老区落地发展，越来越
多的老区村庄成为海南乡村旅
游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
的生力军。

据新华社海口 5 月 13 日电

PINGTAN TIMES

2022年5月14日 星期六

新闻热线：0591-24110110 时事报道 33责任编辑：薛文倩 美术编辑：翁 钊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
快、隐匿性强，给社区防控带来
很大挑战。基层如何进一步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
教育学院院长吴浩表示，划分封

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并采取不
同的防控措施，是精准、行之有
效的处置办法。针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新特点，有关部门正进
一步加快封、管、控的时间，同时
采取临时管控措施，通过快管快
筛的策略防止风险外溢，当风险
解除后就快速解除。

吴浩介绍，根据各地情况不

同，防控策略措施也在不断优
化，各地正在更多使用信息技术
手段，例如在公共场所普遍推行
了场所码、电子围栏等技术，提
高社区防控的效率。

“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压
实四方责任，构建群防群控局
面。”吴浩表示，未来还要充分发
挥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对

重点人群、重点行业人员进行摸
排，属地单位做好爱国卫生运动
的健康宣教。同时，合理设置核
酸检测点，发挥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药
店等探头哨点作用，形成多点预
警，对异常情况及时发现、及时
处置。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全国核酸检测能力每天近5700万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当前疫情热点问题
■记者 董瑞丰宋晨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破100万
——数字背后的“抗疫失败国”真相 ■记者 谭晶晶赵文才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两年
多以后，美国总统拜登 12日在白
宫网站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们
纪念一个悲剧性里程碑：100 万
美国人死于新冠。”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1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第十
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
总人口，这一损失“不可想象”。
从 27个月前确诊首例新冠感染
病例到今天，美国到达这个数字
的“速度惊人”。

“这 100 万中的每一人都牵
扯着数百人，受影响的人数高达
指数级。”回忆起 40岁的丈夫胡
安·奥多涅斯在女儿 5岁生日前
5天因新冠去世，新泽西州居民
戴安娜·奥多涅斯伤感不已。

尽管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
数已远超出疫情初期时人们所
能想象的，但美国舆论认为，统
计疏漏、死亡证明不准确等因素
导致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
了。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中，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研究人员统
计后发现，在 2020年 1月 3日到
2021年 9月 26日期间，美国因新
冠 导 致 的 实 际 死 亡 人 数 为
895693人，而美国官方公布的数
字是 710999人，实际死亡人数比
官方数据高 26%。

“出乎意料”“猝不及防”“特
别痛心”“许多情况下是可以避
免的”——美国《大西洋月刊》这
样评论美国新冠死亡病例数破
百万。

一组组数字可以呈现出新
冠疫情对美国的重创：

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约 20
万儿童失去父母或主要看护者，
成为“新冠孤儿”，其中，少数族
裔“新冠孤儿”占比高达 65%。

一份由美国公共卫生专家
撰写的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疫情
影响，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过去两
年连续下降，2019年美国人均预
期寿命为 78.86 岁，2020 年降至
76.99岁，2021年降至 76.6岁。

受长期新冠症状困扰的人
群正不断增加。美国政府问责
局 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可
能有 2300 万人遭遇长期新冠症
状，预计约 100万人因后遗症影
响不能工作。

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少数

族裔、贫困社区等弱势群体受冲
击最为严重。美疾控中心数据
显示，美洲印第安人的新冠感染
率、住院率、病亡率分别为白人
的 1.6倍、3.1倍和 2.1倍；非裔美
国人分别为白人的 1.1倍、2.4倍
和 1.7倍。

美国艾奥瓦大学一项研究
显示，美国农村人口的新冠死亡
率远高于城市人口。公共卫生
专家表示，农村人口医疗资源更
加短缺，接种疫苗的比例也更
低，这些因素导致他们成为感染
的高危人群。随着疫情持续，这
种差距还可能继续扩大。

疫情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
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不平
等等诸多问题。疫情对美国医
疗体系以及社会方方面面都产
生深远的连锁影响。

回顾美国抗疫之路，一直是
“收紧-放开-疫情恶化-再收紧-
再放开”的恶性循环。抗疫被政
治化，从戴口罩到打疫苗，这些
最基本的防控措施都遭到不少
人反对。一些政客为了自身以
及党派利益不断为疫情阴谋论

推波助澜。美国乔治敦大学全
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曾
感叹，历史性流行病正在蔓延，
要坚持科学引导，因为忽视科学
会使人丧命。

去年圣诞节前，57岁的纽约
市居民斯特凡妮因新冠去世。
她生前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病重
后拒绝就医，拒绝接受新冠药物
治疗。她女儿说，害死斯特凡妮
的不是新冠病毒，而是阴谋论和
各种信息误导。

美国休斯敦联合纪念医学中
心急救和新冠治疗主管约瑟夫·
瓦龙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
一直在打两场战争：一场应对新
冠病毒，另一场应对愚昧。第一
场打赢了，第二场却输了。“如果
更多美国人能够接受正确的指
引，相信基本常识，就不会有 100
万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

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近日
发表的研究称，2021年 6月以来，
美国至少有 23.4 万例死亡病例
本可通过及时接种新冠疫苗而
免于死亡。

目前，美国的新冠新增病

例、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均再
现上升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 12 日报道说，已有 44 个州新
增病例数较前一周上升。流行
病学专家表示，新冠病毒的变异
速度并未减缓，随着变异持续，
其传染性可能还会继续增强。

《华盛顿邮报》本月初援引
白宫官员的预测称，由于奥密克
戎毒株的新亚型能够“逃脱”人
们从疫苗或既往感染中获得的
免疫力，可能导致美国今年秋冬
季新增 1亿例新冠感染病例以及
大量死亡病例。

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12 日表
示，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达到 100
万例的节点，这是非常可悲的里
程碑。他希望这个庞大的数字
能敦促政府和人们竭尽所能，避
免悲剧继续上演。“新冠大流行
并没有结束，如果我们放松警
惕，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不敦
促人们接种疫苗和加强针，那么
我们可能再次陷入此前曾经历
的困境。”

新华社洛杉矶5月12日电

↑5月12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上播放关于新冠逝者的新闻 新华社发（郭克 摄）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

高位，我国持续面临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

近几日，我国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

下降。5 月 5 日以来，全国

每天新增本土感染者均低

于5000例。

当前全国整体疫情形势

如何？核酸检测能力能否

“跟上”防控需求？社区防控

如何进一步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针

对这些社会热点关切问题，5

月1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集中做

出回应。

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下降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介绍，近几日，我国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继续下降，但有的地方本土传播
尚未完全阻断，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
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
近期，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现
下降态势，5 月 5 日以来，全国
每天新增本土感染者均低于

5000 例。当前，上海市疫情整
体向好，全市新增感染者数呈
现稳定下降趋势。吉林省疫情
处于扫尾阶段。北京市近日新
增感染者数量有所减少，显示
防控措施具有针对性和效果，
但仍有未处于管控状态的感染
者报告，社区传播风险尚未完
全阻断。

此外，四川广安的疫情尚在
发展中，需要从速进行流调排查

和管控。河南、江苏、浙江、江
西、辽宁等地疫情渐趋平稳，仍
需努力尽快清零。

雷正龙表示，目前全球疫情
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演
化，疫情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
确定性，我国仍将持续面临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指导各地
快速处置当前聚集性疫情。

在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

根据全国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信息平台数据，截至 2022年 5
月 11日，全国共有 1.3万家医疗
卫生机构、15.3万名技术人员提
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总检
测能力每日近 5700万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经过两
年多来积极建设，我国核酸检测

能力取得长足进步。在大城市
建立步行 15 分钟核酸“采样
圈”，有利于老百姓就近就便进
行核酸检测，有利于感染的早发
现，进一步提高疫情监测预警的
灵敏性。

郭燕红介绍，杭州、深圳等
城市目前正在积极开展此项工
作。为扩大核酸采样人员队伍，

满足采样需求，各地也在进行探
索，鼓励具有卫生相关专业技术
职业资格并经过当地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培训合格的人员参与
核酸采样，不仅局限于医生和护
士；对于采样现场负责信息录
入、秩序维护和服务保障等辅助
工作的人员，可以是一般工作人
员或志愿者。

社区防控进一步做到“四早”

京广高铁京武段将按时速350公里运营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3 日电
（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3日，京
广高铁建设安全标准示范线取
得重大成果，京武段拉通试验圆
满成功。预计 6 月 20 日起北京
至武汉间将率先常态化按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营，北京至武汉
间最短运行时间压缩至 3 小时
48 分，旅客出行体验进一步提
升。

国铁集团总工程师叶阳升
表示，实施安全标准示范线建
设、推动高铁常态化按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营是一个复杂系统
工程，需要综合考量技术条件、
市场需求、运营成本、环境整治
等各种因素。京广高铁按时速
300 至 350 公里标准建设，目前

常态化按时速 310 公里达标运
营，2012 年 12 月 26 日全线贯通
以来，积累了系统完善的安全
运营管理经验，已累计运送旅
客 16 亿人次，受到沿线群众青
睐。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试验采
用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动车组
和高速综合检测车，对京广高铁
京武段上下行轨道、桥梁、通信、
信号、接触网等进行了综合检
测，对高铁各系统和整体性能按
照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营的要
求，进行了科学验证。试验结果
表明，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规
定，下一步进行安全评估和工程
验收后，预计 6月 20日京广高铁
京武段将率先实现常态化按时
速 350公里高标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