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一核反应堆自动停止
故障原因仍在调查

新华社东京 1月 30日电（记
者 钱铮）日本关西电力公司高
滨核电站一个正在运转中的反

应堆 30日下午自动停止，目前

能够正常冷却，故障原因正在

调查中。

据日本原子能相关监管机构

30日发布的信息，当天 15时 21分

（北京时间14时21分）关西电力公

司向该委员报告说，正在运转中

的高滨核电站 4号反应堆发出反

应堆内中子束急速减少的警报，

反应堆自动停止。

监管机构的信息说，目前反应

堆的冷却正常进行，监测点位的

辐射值没有异常，对周边环境未

产生影响。关西电力公司正在调

查故障的详细原因。

高滨核电站位于福井县大饭

郡高滨町，核电站共有 4个反应

堆，4号反应堆 2022年 11月初完成

定期检修重新启动，1号和 2号反

应堆目前仍在进行定期检修，3号

反应堆正常运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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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兔送彩喜气到 亿元派奖好运来
2023年1月15日0时至2023年2月23日24时
单张兑取100万元的彩票中奖者，派送50万元固定奖金
单张兑取100元的彩票中奖者，派送50元固定奖金
单张兑取60元的彩票中奖者，派送30元固定奖金

（详情请见各福彩投注站海报）

扫一扫关注“舟山体彩”官方微信

热烈祝贺普陀中出超级大乐透一等奖723万元
中奖时间：2022年11月16日第22131期

中奖门店：六横镇龙山社区小沙浦沿街房商铺10号

体彩新春季 瑞兔呈祥送好“彩”系列活动开展中

1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提问 新华社 发（杨楠 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

李恒 顾天成）在1月30日举行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表示，春节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相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保障，

广大医务人员和各行业工作者坚

守岗位，防控工作平稳有序，“乙类

乙管”措施落地见效。目前全国整

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

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

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防线。“为

更好掌握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运行情况和疫情形势，我们坚持

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情况的日监测、

日调度、日报告制度。春节期间城

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直保持正

常运行，提供发热诊室门诊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

监察专员傅卫介绍。

“从2022年12月21日开展监测以

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发热诊室和普通门、急诊的诊疗

人次总体呈现先增后降趋势，目前

正在平稳回落。”傅卫介绍，在2023年

1月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期间，发热

诊室的诊疗量处于低位，初一诊疗

量最低，之后有一定的回升，但一直

低于节前的诊疗量，减少40%左右。

和2022年12月23日的峰值相比，下降

94%。2023年1月27日，基层机构的普

通门、急诊的诊疗量是203.6万人次，

与节前相比减少近三成。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救治和疫情防

控工作平稳有序。”傅卫介绍，各地

在春节期间积极做好重点人群和

重症患者的转诊和转运工作，扩充

120转运能力，增加电话坐席，同时

组建非急救转运车队来保障患者

的转运需求。上级医疗机构也建立

转诊绿色通道，简化重症患者转诊

流程，确保及时收治。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目前我国没有监测到其他优势病毒株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李

恒 顾天成）春节期间人员流动频
繁，是否有新的变异株传入我国备

受社会关注。在1月30日举行的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

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

绍，根据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疫情还

是以BA.5.2和BF.7为主要流行株，

目前没有监测到其他优势病毒株。

陈操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

国一直开展新冠病毒的变异株监测

工作，也为早期疫情流调溯源提供

了重要线索和支撑，同时也积累了

大量经验和数据。春节假期期间，收

到全国各省上报的新冠病毒全基因

组序列1421条，经过分析发现有11

个进化分支，仍旧以BA.5.2和BF.7

为主，没有发现新的变异株输入。

陈操介绍，当前春运正在进行

中，高校近期也要陆续开学，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指导全国做好新冠

病毒变异监测工作，继续对哨点医

院中的门（急）诊病例、重症病例、

死亡病例、特殊人群开展新冠病毒

的变异监测。同时，同其他部门对

海陆空口岸的入境人员进行新冠

病毒的变异监测，及时预警并采取

相应防控措施。

春节农村地区疫情形势如何？
药品供应和防疫物资是否充足？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
顾天成 李恒）春节期间人员流动
加大，返乡人员增多，农村地区是

疫情防控的重点。全国农村地区疫

情形势如何？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诊疗情况如何？药品供应和防疫

物资是否充足？30日，围绕公众关

注的热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春节期间全国农村地区
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

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

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说，要始终紧盯关键环节，

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监测，全力保障

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农村地区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毛德智

表示，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疫情总

体平稳，没有出现疫情上升情况。

针对包括偏远山区、牧区、林

区、海岛在内的“三区一岛”农村疫

情防控薄弱环节，毛德智介绍，主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一是落实重点人群包保

机制，摸清老、幼、病、残、孕五类重

点人群基础信息，开展“点对点”联

系服务；二是开展巡诊服务，推动

各地配足乡村两级医疗人员，开展

医务人员“上山下海”诊疗、送医送

药上门；三是加强药品储备，推动

各地在防疫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配

时向“三区一岛”倾斜；四是做好转

运转诊，督促指导各地为乡镇医疗

卫生机构配备救护车。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诊疗平稳有序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

平稳有序。”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健康司监察专员傅卫说，为更好

掌握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情

况和疫情形势，坚持基层机构诊疗

情况日监测、日调度、日报告制度。

监测数据显示，自2022年12月21

日以来，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发热诊室和普通门诊、急诊

诊疗人次总体呈现先增后降趋势，目

前正在平稳回落。2023年1月27日，基

层机构普通门、急诊诊疗量为203.6

万人次，与节前相比减少近三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

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防线。据介

绍，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实现发

热诊室“应设尽设、应开尽开”。春

节期间，全国发热诊室24小时开诊，

正常运行，及时做好轻型患者对症

治疗和重症患者早识别、早转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
配备状况持续改善

春节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保

障农村地区物资储备和供应。对

此，傅卫介绍，“我们坚持每日监测

调度，动态掌握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配备、物资储

备和使用情况，对各省配备情况及

时进行通报和督促。”

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 1月以

来，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药品配备状况持续改善。目

前，94%以上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所配中药、解热、止咳三类药品

可用一周以上，85%以上基层机构

达到两周以上储备量，部分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

了小分子抗病毒药物。截至2023年

1月27日，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共配备指氧仪289.4万个，制氧机

21.9万台。

世卫组织：

新冠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华社日内瓦1月30日电（记

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30日发表

声明说，尽管新冠大流行可能正接

近转折点，但目前仍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于 27日

召开了新冠疫情例行季度评估会

议。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委员会

已向总干事就当前疫情形势及未

来防控提出一系列建议，总干事采

纳建议并于当天宣布，新冠疫情仍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这是世卫组织依照《国际卫生

条例》所能发布的最高级别预警。

委员会成员对新冠带来的持续风

险表示关切，因为与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相比，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仍然很高，

且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全球高风险群体

的疫苗覆盖率仍显不足，在是否会出现

新变种病毒方面仍有不确定性。

委员会表示，新冠大流行可能

正接近转折点，但新冠仍是一种危

险的传染病，能对人类健康和各国

卫生系统造成重大损害。尽管感染

新冠或接种疫苗可能有助于在全

球范围内实现更高的群体免疫水

平并限制发病率和死亡率带来的

影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病

毒仍将是一种在人类和动物中长

久存在的病原体。

委员会呼吁采取长期公共卫生行

动，优先降低新冠发病率和死亡率。

北交所发布政府债券交易业务规则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

者 姚均芳）1月30日，北京证券交

易所发布并施行《北京证券交易

所政府债券交易细则》，明确了交

易债券范围、参与主体、交易方式

等事项。在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

绪后，北交所将正式启动政府债

券交易。

此次发布的政府债券交易细

则明确了交易债券范围，北交所

与中央结算公司合作开展政府债

券交易结算业务，托管在中央结

算公司的政府债券及北交所认可

的其他交易品种，可以通过北交

所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在参与主体方面，北交所不

增设市场准入条件，已在中央结

算公司开立债券账户的投资者，

即可以参与北交所政府债券交

易。投资者参与交易前，需向北交

所申请开通债券交易平台的交易

权限。在交易方式方面，北交所优

先推出现券协商成交方式，后续

再逐步进行完善和丰富。

北交所表示，自政府债券交易

细则发布之日起，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即可依规则开展内部准备、申请

交易权限、参与测试等工作。

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可在上次认证后一年内任意时间进行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姜

琳 郭晓蕾）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获悉，目前，各地正在有

序开展 2023年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工作。与往年一样，参保

人员可在上次认证后的 12个自然

月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认证。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

涛介绍说，老年人可以通过国家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或

“掌上12333”等官方手机应用，进

行人脸识别认证；在境外居住的，

还可以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手

机应用完成认证；高龄老人和行

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提出上门

认证申请，社保经办机构会提供

上门服务。

“除个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以

及由人社部门上门认证外，我们

还在加快推进大数据比对认证。

也就是社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公

安、民政、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

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

进行任何操作，即可完成认证。

2022年，全国已有大约三分之一的

退休人员是通过数据比对方式完

成认证的，以后这个比例会越来

越高。”亓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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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夜里转阴天。偏北风4~5级阵风6级，中午起
5~6级阵风7级增强到6级阵风7~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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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龙里：传统民俗“踩街”闹新春

1月30日，贵州省龙里县居民在“踩街”活动中跳花棍舞。
当日是正月初九，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举办传统民

俗“踩街”活动，通过花灯巡演、花棍舞、芦笙舞、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欢
度新春。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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