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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大对农村公众宣传
提倡节庆少摆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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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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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做好农村疫情防
控，王斌表示：

一、各地要建立县乡村三级
指挥体系，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二、继续加大对农村公众宣
传，加强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的
宣传。提倡在节庆期间少摆席，
避免人群聚集。

三、要做好重点人群的摸
排，尤其是从重点地区返乡人员
以及从事冷链行业的重点人员；
做好信息登记和返乡14天内的健
康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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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农村地区要提前组建流
调队，配备运输车辆，备足疫情
防控的物资。

六、一旦发生疫情，要迅速开
展全面防控，科学划定风险区域，
依法依规采取措施进行交通管制。

有中高风险地区城市
暂停出租车跨城业务

记者13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各地原则上要暂停进出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
省际、市际道路客运和跨城公交。

根据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的
通知，途经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
行政区域内的客运班线，不得在中

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
上下客。暂停受理始发、终到或者
中途停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
行政区域内的包车备案业务。有中
高风险地区的城市原则上应当暂
停出租车（含网约车）、顺风车的跨
城业务和城市内的拼车业务。

民航局再发熔断指令
两入境航班被暂停

1月12日，民航局再发熔断
指令，对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
两个航班实施熔断措施。

根据民航局通报，国航2020
年12月31日入境的CA868航班

（约翰内斯堡至深圳）核酸检测
阳性旅客5例，自1月18日起，暂
停该航班运行两周。巴基斯坦国
际航空公司1月2日入境的PK854
航班（伊斯兰堡至西安）核酸检
测阳性旅客10例，自1月18日起，
暂停该航班运行4周。

民航局通报，上述航线熔断
的航班量不得用于其他航线。

多地高校要求假期少聚集
返校要报备

目前，在北京、上海、浙江、黑
龙江、河南、云南、四川等多地，一
些高校已对寒假时间进行了调
整，一些学校提前进入了“寒假时
间”，部分高校则选择了延长假期。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家住中、
高风险地区的在校师生，多地明
确要求：原则上寒假不得回家。

此外，陕西、广西等地部分
高校在提前放假同时，还要求学
生没有通知不得提前返校。

对于已经返乡或者即将返乡
的大学生来说，寒假期间的防护
工作也是各地高校强调的重点。

1月8日，江西省教育厅要求
各高校提醒家长督促学生加强自
我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不
必要的聚集活动，做到家校协同。

兰州理工大学要求，学生离校
后至开学前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
返校，原则上不前往国外和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不跨省域长途旅行。

湖北大学要求，假期要减少
探亲访友，通过电话、视频等方
式联络。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皇

四层及四层以上新建住宅
建筑，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
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9米的
新建住宅建筑，必须设置电梯。
近日，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组织编制实施的《山东省
健康住宅开发建设技术导则》
做出上述表述。

《导则》创新性提出兼顾疫情
防控，探索居家医养相结合新模
式。记者了解到，这是国内首个由
政府部门推出的健康住宅开发建
设技术导则，首次将应对疫情的
相关内容纳入住宅建设中。

记者了解到，《导则》并非强
制标准，但对推动山东省健康住
宅发展具有指导意义，适用于全

装修交付的新建住宅，同时既有
住宅改造也可参照执行。

针对居家养老，《导则》对有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使用的户型
提出了无障碍要求，明确了轮椅
使用空间要求。同时探索居家护
理的可行性，对房间空间布局和
设施进行相应约定。

针对居家健身，《导则》提出
建议利用起居室、阳台等场地，预
留健身、康复空间，并对场所提出
技术要求，以解决疫情期间居民
居家隔离缺少锻炼以及老人生理
机能衰退需进行康复等问题。

在功能体系上，《导则》还突
出了非接触、人性化功能设置。
首次明确非接触功能要求，通过
技术及智能手段，采用非碰触的
方式，解决小区人行入口、非机

动车入口、单元入口、地下车库
单元入口、电梯梯控等因接触带
来了病毒传播的问题，目前建设
部只有《非接触式给水器具节水
性能通用技术条件(征求意见
稿)》技术规定，此项要求填补了
相关领域的空白。

针对疫情常态化，解决日常
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如防止地漏
病毒传播和厨房烟道串味、室内
新风系统、室内管线维修、公共
区域消杀、分类垃圾收集等。

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
题，《导则》要求“四层及四层以上
新建住宅建筑，或住户入口层楼
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9
米的新建住宅建筑，必须设置电
梯”，同时，我省提出了电梯应满
足担架电梯功能的更高要求。

应对老龄化问题，山东对健康住宅开发建设提出新要求

四层及以上新建住宅必须有电梯

北方大范围沙尘，多地空气质量“爆表”
周五冷空气来袭气质转好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13
日至15日，受冷空气大风影响，
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北部、宁
夏、陕西北部、山西等地多扬沙
或浮尘天气，受沙尘传输影响，
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浮
尘天气。

近两天，我国北方地区出现
大范围、高强度沙尘天气，多个
城市空气质量指数小时值“爆
表”。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
合中心专家指出，本次沙尘天气
强度高、影响范围大，河南、山

西、山东、河北部分城市出现小
时 严 重 污 染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10。到12日晚，金昌、吴忠、乌
海、榆林等城市PM10小时浓度
超过60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
指数小时值“爆表”；其中金昌
PM10小时浓度在12日傍晚已超
过2000微克/立方米。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
合中心专家指出，今年沙尘天气
在1月中旬就已开始，比往年提
前约半个月，初步分析这与近期
沙源地风力较强、降水较少、气

温回升等因素有关。
预报显示，13日至14日，中

国内陆地区可能继续受到多频
次沙尘过程影响，预计内蒙古西
部至太行山西侧沙尘传输路径
城市以重度或以上污染为主。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计，15
日至16日，受系统性冷高压南下
及东北渤海湾方向带来的偏北
冷空气过程影响，扩散条件转
好，中国华北及西北地区沙尘过
程影响逐步趋于结束。

据新华社

1月13日，在合肥南站，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消杀。 新华社发

农村防控能力弱
春运将成“大考”

国家卫健委：各地要建立县乡村三级指挥体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3日通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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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
海）。在1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严峻复
杂的防控形势，多位专家表示：春节将至，城乡之间人员流动加大，要
筑牢疫情基层防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淑玉

1月13日晚，栖霞市笏山金
矿爆炸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举
行第三场新闻发布会，烟台市副
市长李波就目前的救援情况进
行通报。据悉，目前事故责任单
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将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严肃追责。

事故发生以来，现场救援
正有力、有序、有效进行，争分
夺秒开展救援。国家应急管理
部高度重视，派一名副部长带
着专家到现场指导，并在全国
范围调集最先进的设备进行驰
援。现场救援指挥部科学组织、
沉着应对、不断优化救援方案，
精准组织救援。

1月13日上午，山东省委书
记刘家义，省委副书记、省长李
干杰再次来到事故现场，指导部
署救援工作。刘家义强调，要不
惜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手段，抢
抓救援时间，科学施救，尽最大
努力营救被困人员。

下一步，指挥部将按照省领
导指示，进一步细化救援方案，
坚持两条腿并行，即一方面加快
清理回风井井筒障碍物；另一方
面，加快地面打钻，打通另一条
生命通道。

发布会现场，烟台市副市长
李波就救援情况作了详细解答。
据介绍，救援进展主要分为两部
分：

一是回风井井筒障碍物清
理至距地面310米。在人工乘吊
笼对井筒障碍物进行清理的同
时，还通过下放的风筒向井筒输
送空气，采取强制通风方法往井

下输送空气，排除有害气体和烟
尘，目前,井筒内一氧化碳、氧气
浓度和温度指标均正常。

二是事故救援指挥部共布
置4个钻孔进行施救。1号钻孔，
直径310毫米，由山东煤田地质
局二队施工，1月13日凌晨3点正
式开钻，累计完成进尺241米；2
号钻孔,由招金地勘施工，钻孔
直径219毫米，累计完成进尺420
米；3号钻孔，由山东地矿局地质
六院施工，钻孔直径219毫米，累
计完成进尺282米；4号钻孔（大
孔径），钻孔直径710毫米，由国
家矿山救援队大地特勤队施工，
正在安装钻机。

李波在答记者问环节中称，
现场救援指挥部高度重视此起
事故中存在的企业迟报问题，在
1月12日第一场发布会上对社会
公布，就是要对相关企业迟报行
为进行曝光，绝不隐瞒，绝不姑
息。

他还称，按照规定，企业应
在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完成上报
程序，迟报是违法行为，是绝对
不能容忍的。目前事故责任单位
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将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严肃追责。另外，在
开展救援同时，省里已经成立由
省应急厅牵头的事故调查工作
组，同步进行事故调查工作。调
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山东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采取一系列断然举措抓
救援、抓安全生产工作。下一
步，将按照现场救援指挥部的
统一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穷尽
一切手段，汇集强有力的救援
力量，千方百计营救被困人员。

栖霞金矿事故最新通报

事故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被控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淑玉

现场救援持
续到现在面临的
最 大 困 难 是 什
么 ？1 月 1 3 日 晚 ，
在栖霞市笏山金
矿爆炸事故现场
救援指挥部举行
的第三场新闻发
布 会 上 ，现 场 救
援指挥部专家组
组 长 、山 东 黄 金
集团有限公司安
全 总 监 介 绍 ，目
前现场救援面临
最大的困难就是
井筒内障碍物清
理 难 度 很 大 ，由
于 爆 炸 冲 击 ，井
筒内的风水排水
管路、供电通信电
缆、梯子间设施均
遭到严重破坏，上
述井筒装备设施
脱落并卡在井筒
内，管道钢丝绳缠
绕在一起，给救援
罐笼下放及井筒
内杂物清理带来
极大困难，严重制
约救援进度。

由于深度太
深，达600米以上，
岩石硬度大，导致
钻孔施工难度大，同时钻孔
易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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