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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6

日至8日到河北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刻不

容缓抓好各项防控举措，尽快阻断

疫情传播，拱卫首都公共卫生安全，
巩固全国来之不易?防控成果。

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最新发布，1
月2日至8日12时，河北累计报告新

冠肺炎本地确诊病例127例，尚在医
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83例，特别

是石家庄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地确
诊病例118例，无症状感染者177例。

石家庄市藁城区是当前疫情最
为集中区域，也是全国唯一高风险

地区。截至8日12时，藁城区共检测
出阳性患者259人，其中确诊患者

112人，无症状感染者147人。

河北省副省长徐建培说，已对

石家庄市和邢台南宫市所有村庄和
居民小区实行封闭管理，除特殊需要

外一律只进不出。对中高风险地区内
?村庄、社区全部采取封控措施。石

家庄、邢台两市人员，非必要不出市。
遏制疫情蔓延，快速找出传染

源，切断传播链是当务之急。河北省

启动“战时机制”，力争在三四天内
完成石家庄、邢台两地全员核酸检

测，涉及人口近2000万。
为支援河北，国务院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选派江苏、浙江两省各组建?5支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队伍，携带物资也

于7日晚抵达河北。

截至7日24时，石家庄市累计检
出阳性样本289例。截至8日15时，邢

台市共采集核酸检测样本6622918

人，累计检测出阳性样本数量15份。

按照安排，石家庄、邢台两市9日前
全部完成核酸检测。

8日深夜，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发布消息，为了防止疫情
扩散、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石家

庄市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任务后，广大
群众居家7天，有效防控疫情，人员不

流动、不聚集、不出社区和村庄。
感染患者持续增加，是否做好

了“打大仗”准备？河北省卫健委主

任梁占凯说，目前，确定了13家市级

医院作为医疗救治定点医院，2家省
级医院和19家市级医院作为后备，

储备了5万多名后备救治医务人员，
一旦需要随时开展救治。

短短几日内，疫情感染人数为何
快速增加？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

健认为，可能一个很重要?原因，就
是农村基层疾病传播?发现能力还

存在薄弱环节，疫情可能在这个地区
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才被发现。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李琦说，随着石家庄核酸筛查进度
加快，未来几日仍有可能出现新?

报告病例地区。截至8日12时，石家

庄全市通过流调排查，判定密接人

数7864人，次密接人数3581人，集中
隔离人数3857人，启用隔离场所70

个，隔离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

石家庄、邢台近2000万人核酸检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王蔚）

2021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
统一文化考试今天上午开考。参与

春季试点招生?市属本科院校由往
年? 23所增至 25所，招生计划数

也相应增加。
市教育考试院表示，春考是上

海高考综合改革?重要组成部分。
从 25所招生院校投放?专业来看，

均为各校特色专业或应用型本科试
点专业。以今年首次参加春招?上

海立达学院和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
学为例，这两院校已升格为民办普

通本科高校，招生计划数都是 50

人。立达拿出?是国际商务、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专业，中侨

则以汽车服务工程、数字媒体技
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三个热门专

业吸引考生。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
生就业处处长经晓峰说，该校提供

给春考生?专业有两个：智能制造
与控制工程类、酒店管理。前者是

工程大类，包括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测控技
术与仪器、车辆工程、工业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智能制造工

程、复合材料成型工程等专业，对

接?都是浦东新区?硬核产业；酒
店管理专业则是洲际集团冠名?

“人才班”，是为春考量身定制?，
是希望通过院校自主测试?环节，

将一批真正热爱这个专业且有专业
潜质?学生招进来。

目前，全国仅有上海保留春考。

近年来，每年春考?报名人数基本
上保持在 4.5万人左右，而秋考?

报名人数则在 5万左右，所以，春考
俨然也是一次重要?大学招生机

会。一年两考、多次选择?高考“立

交桥”已经建立。正是因为参加春招

?院校和招生计划数都在增多，所
以，历年来都有一部分考生将春考

视为秋考?“练兵场”，用考生和家
长?话说，就是“考考白相相”。

今年春招填报志愿?时间为 3

月 1日至 2日，各招生院校于 3月

4日公布自主测试资格线、测试时

间和地点。考生获得院校自主测试
资格后，若缺考（包括未选择院校自

主测试时间和地点并缺考、选择院
校自主测试时间和地点后缺考等情

况），其院校自主测试成绩均按零分

计入春考总分，并参与院校后续录

取排序。因此，有多所院校?招生负

责人希望通过本报提醒考生，可以
把春考当成秋考?“练兵场”，但志

愿填报务必慎重。因为，只要填报
了志愿并获得院校?自主测试资

格，即使不去参加校测，也会进入
录取投档序列。一旦被录取了，按

照市教委?规定，通过春考招生预

录取?考生是不得参加今年本市
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其他考试?，

通俗地说，就是参加今年秋考?资
格也没有了。

沪 25所试点院校今天统一春考 计划招生数和热门专业增多

“练兵”不是白相 志愿填报要慎重

    “小朋友们，乘坐公交车时书包

要背在胸前，既可防止小偷，还能防
冲撞。”昨天下午，重庆南路停车场

内，为提高学生?安全出行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巴士四公司和上外-?

浦区外国语小学开展“校企联合”，40
名三年级学生正聆听着驾驶员?安

全知识科普。

跟随着安全员，学生们来到
了营运监控指挥中心。透过调度

大屏幕，学生们发现平日熟悉?
公交上都藏着摄像头。通过这些

“小眼睛”，指挥中心可以实时
监控公交车厢?现状，确保乘客

安全。

“这次开设?‘法律与安全’拓

展课共 5节课，学生通过 4节课了
解与交通有关?法律常识与安全

知识。而最后一节公交实践课，每
个小朋友在驾驶室体验驾驶员?

视角，了解平时驾驶过程中?视野
盲区。”驾驶员王建华边讲解边在

车身周围摆出一堆路障，孩子们轮

番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反光镜，切身
感受到公交盲区不仅是车尾，前

方、前后门中间位置和左驾驶座旁
这些地方都是容易被忽视、需要主

动避让?。

本报记者 任天宝 陈梦泽
摄影报道

截至昨日中午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逾 300人

    眼下，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

紧急接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
1月 7日 24时，全市累计已接种

424477 人，其中完成第一剂次
381904 人，完成第二剂次 42573

人。医务人员作为一线工作者，在
日常诊疗活动中接触发热患者机

会较多，接种新冠疫苗是应对疫情

?必要准备。今天上午，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有序接种

新冠疫苗。

接种后观察半小时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

陶敏芳早早来到医院?新冠病毒

疫苗临时接种点，仔细查阅了《新
冠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同意书

上详细告知了新冠病毒疫苗作用、
接种程序、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

内容。随后，她在登记处接受工作

人员问询，将疫苗接种史、个人身
体情况等一一告知。经评估，“可以

接种”。陶敏芳签下自己?名字，表
示对此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情

同意。
注射疫苗?过程很快。陶敏芳

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就跟接种普
通疫苗一样，总体上没有什么特别

?感觉。她还说，医务人员接种疫
苗不仅是为了保障自己?安全，更

是疫情防控?需求，还保障家人和
患者?安全。

“95后”护士李莉也是自愿报
名接种新冠疫苗?。她说，国内?

疫苗技术很成熟，她相信疫苗?安

全性。最近一段时间周围朋友同事
也分批进行了接种，没有出现特别

严重?反应。作为医务人员，她觉
得自己应该打疫苗，也是给身边人

做榜样。“目前还是重点人群接种，
以后如果开放给更多人群，我也会

动员家人朋友来打。”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留院观
察半小时，没有异常即可离开。1

天内不能洗澡，还要多喝水多休
息———接种人员均收到了这样?

提醒。
此次接种使用?是国产新冠

灭活疫苗，全程需接种两剂次，所
有接种人员还需在 14天后进行第

二针剂?接种，才算完成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

据悉，六院?接种点是实训基
地，配置抢救室及医生，一旦有严

重不良反应，可以立即进行抢救。

无严重异常反应报告
目前，上海有序推进对部分

重点人群?新冠疫苗紧急接种工

作。重点人群包括上海市机场口
岸工作人员、食品冷链相关从业

人员、口岸一线海关和边检人员、
国际和国内交通运输从业人员、

医疗卫生人员、公安、消防、社区

工作人员等。
前期，本市已在卫生系统内成

立新冠疫苗接种专项工作组，制定
详细?接种实施方案与接种计划；

完成系统内动员、培训、督导与组

织工作，挖潜提升接种单位服务能
力，积极协调疫苗供应，做好储运

过程?冷链管理，依托信息系统严
格落实“一人一苗一码”?疫苗全

程可追溯；依法依规开展疫苗接种
后异常反应监测和处置，全力做好

新冠疫苗接种医疗保障，做好应对

异常反应各项准备，组织二级以上
医院对口接种服务点提供医疗救

治。每个接种点安排有二级以上医
院急救人员携带必要?急救设备、

药品现场驻点。
据悉，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积极

组织医务人员开展新冠疫苗接种，
中山、仁济、市一、同仁、东方医院

等二、三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已基本完成第一批接种工作。上

海市已接种新冠疫苗人群?安全
性监测数据显示，在用?新冠疫苗

安全性良好。截至目前，无严重异
常反应报告。

上月末，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教授在华山医院接受国
产新冠疫苗?第一剂注射，打完后

他说，没什么感觉。目前一切都好，
第二针接种也已预约好了。

但是，打完疫苗不等于可以完
全放心，疫苗尚无法提供 100%?

保护。对此，六院副院长陶敏芳强
调，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

距离仍然非常必要。

首席记者 左妍

沪医务人员集中接种新冠疫苗
部分重点人群疫苗紧急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