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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24日，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148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政府副市长、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分指挥长、综合办公室主任
但彦铮介绍，中心城区疫情发展及分布呈
现出较强的差异化特征，需要在巩固强化
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控的基础上，根据各
自的疫情态势实施更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
与措施。

5个区的社会面占比低于5%

但彦铮说，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市打好
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高度重视、非常关心，
孙春兰副总理亲临重庆指导调研，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重庆工作组深入一线
督导工作，广大市民群众同心同德，守望相
助，众志成城，为疫情防控工作付出了巨大
努力和牺牲。

“11月24日0—14时，全市新增新冠
肺炎感染者 2037 例（含转归病例 318
例）。”但彦铮通报称，23日，我市报告新增
感染者7548例（不含由无症状感染者转确
诊病例的298例），较22日增加682例，本
轮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5.9万例。

就中心城区而言，11个区共报告新增
感染者6778例，较22日增加603例；社会
面发现感染者488人，占比7.2%，较22日
下降，继续呈下降态势，5个区（九龙坡区、
渝北区、巴南区、两江新区、高新区）的社会
面占比低于5%，社会面攻坚清零有了新
的进展。23日新增超过1000例的区有3
个（渝中区、渝北区、江北区），新增低于
300例的区有4个（大渡口区、沙坪坝区、
巴南区、两江新区）。

就中心城区以外区县而言，23日共报
告新增感染者1034例，全市占比13.7%；
社会面发现感染者259例，占比25%，与
22日基本持平。其中，梁平区单日新增
499例，社会面报告188例，占比37.67%，
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存在较大的社会面扩

散风险；垫江县、秀山县、巫溪县、涪陵区单
日新增均超过60例，处于疫情发展期；其
他涉疫区县共报告社会面感染者55例，疫
情总体平稳。因此，中心城区以外区县需
要继续加强疫情形势分析研判，坚持分类
分区施策，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专家分析：歼灭战出现了“3
个下降”，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十
分关键、十分重要

“通过对部分流调数据以及部分阳性
核酸结果的分析发现，此次流行株奥密克
戎BA5.2在传播方式上与以往流行株不
同。”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邱景
富介绍，一是人体感染初期病毒载量较大，
核酸检测结果循环数阈值Ct值低，多数感
染者Ct值在10-20之间，表明感染者在感
染初期携带病毒量较大，携带量大意味着
有更多的传播可能；二是有流调证据表明，
本轮流行的奥密克戎BA5.2存在气溶胶
方式传播，较以往传播方式中直接传播和
接触传播而言，气溶胶传播更容易在潮湿、
密闭、拥挤的空间快速传播并能快速导致
大量人群感染。

自11月12日0时起，中心城区实施全
域协同防控。十多天来，中心城区出现了

“3个下降”：一是每日感染者环比增速逐
步下降，用每日初筛阳性人数分析，每日环
比增速从11月12日的23%下降到了11
月23日的12%。二是社会面感染者占比
逐日下降，从11月12日的62.65%，下降
到23日的7.2%。三是有效传播指数（Rt
值，也就是一个感染者平均能够传染的人
数）稳步下降，采取全域协同防控后，中心
城区有效传播指数（Rt值）从11月11日一
个感染者平均能够传染1.82人，逐日下降
到11月22日的1.14人；如果有效传播指
数继续下降到小于1，新感染人数就会越
来越少，最终会终止疫情。

邱景富说，根据流行病发展拟合S型
曲线分析，用累计数据反推新增数据，我市
拟合累计曲线R2=0.999，新增数据曲线
R2=0.959，感染人数高度符合规律。用发
展曲线分析，我市实际新增感染数据已于
近日达到峰值。从这几天实际感染数据

看，新增感染人数仍在高位波动，前期疫情
防控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说明采取措施是
正确有效的，疾病蔓延趋势逐步得到控
制。但仍处关键的吃劲紧要期，需要全社
会持续共同努力，积极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特别是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十分关键、
十分重要。

中心城区3类地区分类制
定防控措施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社区的防控政策
不断调整，各个区的执行尺度和措施也不
一样，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张强进行了介绍。

张强说，近期各社区防控政策作了一
些较快的调整，比如部分地区、部分小区暂
停了“每户每2天安排1人外出购物”，有
的还在继续执行，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
虑：第一，当前我市疫情仍处于高位波动、
部分地区还没有遏制上升趋势，特别是中
心城区在高风险区和社会面报告的感染者
中，六成以上是同楼栋、同小区、同社区内
感染，这说明小区没完全管住、“静”的效果
还不够好等问题依然存在。这就需要广大
市民尽最大可能“静下来”、最大程度减少
流动、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第二，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1100万左右，约300多万个家庭，按照每
户每2天可安排1人外出购物的话，每天
大约就有150万人在街面流动，而且还集
中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极大
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有部分群众外出
之后，没有做好个人防护，没有遵守“非必
要不外出”的规定，也没有严格做到出去采
购“两点一线”，而是扎堆聚集聊天，甚至不
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导致部分小区、社区
一直不能清零，延长了疫情防控战线，也付
出了更多的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

第三，11月20日起，中心城区实施社
会面清零攻坚行动，其效果如何将直接影
响打赢疫情歼灭战的进度。总的要求就是

“市级统筹、分类施策、先易后难、梯次推
进、集中攻坚”，疫情比较平稳的地区、处于
波动平台期的地区和形势比较严峻的地
区，这3类地区分类制定防控措施，划小作

战单元，快速调整防控策略，实现更加精
准、更加科学的社区防控。

第四，中心城区有161个街道、1700
多个社区、6000多个小区，环境条件、人员
结构，还有疫情传播的程度都各不一致，政
策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当然在实际工作中
也存在基层执行能力和水平的差异，导致
同一政策措施执行、解释不一的现象，引起
了市民的一些不满。我们也诚恳接受各方
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改进工作措施。”张
强说。

加大保供人员组织调配力
度，做好服务保障

中心城区的生活物资保障情况如何？
市商务委主任章勇武说，中心城区每天需
要的生活物资总量是1.4万吨，其中7000
吨是蔬菜，还有米面油5000吨，另外还需
要水果1000吨、肉类1000吨，“重庆本地
的生产能力和供应能力以及从市外调配的
能力和量都大于我们自身的需求，因此，米
是够的、肉是够的、油是够的、菜是够的。”

章勇武介绍，针对线上购买供货不足
的问题，一方面请各大电商平台、重点超市
提升线上产能，释放更多的订单，同时也推
动线下关了门的重点商家在电商平台上恢
复营业，增加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鼓励引
导各个企业提供多种价格、不同规格的蔬
菜包、肉菜包。

针对保供人员力量不足、配送不及时
的问题，有关方面最近已经加大人员组织
调配力度，出台多项措施。比如推行保供
人员电子通行证，确保连续三天三检的保
供人员，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可以正常
上岗；通过各区县支援、市外调配等方式增
强人员力量。同时，做好保供人员的服务
保障，有条件的保供企业安排这些保供人
员集中居住，各个区也动员部分企业开放
门店为保供人员提供住宿服务，对确有困
难的实行“两点一线”闭环管理。

针对物流不畅导致保供效率不高的问
题，中心城区内继续执行民生物资运输车
辆全部见货放行，取消通行证限制，同时
对返程放空的车辆可以凭驾乘人员的保
供通行证放行，确保民生物资运输顺畅。

中心城区需根据各区疫情态势针对性施策
社会面攻坚清零有新进展 我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5.9万例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24日，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第14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市政府副市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分指挥
长、综合办公室主任但彦铮就“市民对疫情防控、
核酸检测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个问题进行了回
复。他表示，目前，全市核酸检测结果整体真实可
信，请市民放心。

但彦铮说，核酸检测是一个成熟的、国际通用
的实验室诊断方法，是检出人体内新冠肺炎病毒
的有效手段，是目前判定阳性感染者的国际标准，
又被称为判断阳性的“金标准”。疫情发生以来，
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隐匿性，绝大多数的无症
状感染者，都是通过核酸检测来发现和识别的，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核酸检测是疫情“早发现”的一
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本轮疫情中，我市在中心城区开展了多轮次
的区域核酸检测，市民对核酸检测质量高度关
注，并反映了一些诸如核酸检测误差等问题。

“核酸检测误差问题归纳起来有技术偏差、操
作失当和违法行为三种情况。”但彦铮说，技术上，
大样本检测单个结果有误差是客观存在的，但这
是极少数的案例；操作失误，肯定也存在，检测量很
大，操作方法、环境影响会产生结果误判；个别人和
机构违规违法行为，这是恶意犯罪行为，在国内一些
地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但彦铮介绍，以上第一、第二两种情形可能出
现“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因为新冠患者存在

“窗口期”，排毒量较少，感染者接受采样时，检测不
出来或者检测结果达不到阳性判定标准，过了几天
采样检测的时候才能够检测出来，成为所谓的“假
阴性”；还有一种是“假阳性”，主要是试剂在样本采
集、上机检测过程中受到污染，检测结果阳性，重新
采样复核后确定为阴性。第三种情况，就是违规违
法行为等引起检测结果差错，这是法律责任问题。

“对技术原因造成的误差，我们将积极改进，
针对‘假阴性’的情况，我们通过多轮次核酸筛查
的方式，精准地筛出感染者；针对‘假阳性’，我们
主要通过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从环境消杀，以及
检测的加样、提取、离心、结果判读等全流程进行
质量监督。同时，我们采取实验室之间质量互评
的方式，对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予以校对评价，对质
评结果不合格的，立即暂停其检测业务。而对违
规违法行为，我们将采取零容忍态度，对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肃打击。”但彦铮说，一直以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核酸检测质量问题。本轮疫情中，针对检测
量大、市民关注的实验室质量问题，在前期每个月对实验室进行室间质
评、质控抽查的基础上，市卫健委加大管理监督力度，市级质控专家“每
日巡查”，区县专家“驻点指导”，全流程参与实验室管理，对个别实验室
工作中出现的管理、流程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及时予以督促整改。

但彦铮表示，对违规违法行为，将保持高压态势，对市民反映的这
类检测差错问题，第一时间依法启动调查程序，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近期，不少市民反映当自己的核酸检测结果出现异常或呈阳性时，希望
第一时间掌握并得到相关检测报告。对此，相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将
尽快对大家的诉求作出回应，以合法合规合适的方式满足大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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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天翊 杨永芹

城开高速公路蓼子特大桥主体工程完
工、轨道交通6号线东延工程进入桥梁上部
结构施工阶段、渝昆高铁华福特大桥完成首
跨节段拼装梁架设……重庆日报记者11月
24日获悉，我市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高铁项
目克服疫情影响，建设“不打烊”，近日多个
交通重大项目迎来重要节点。

城开高速蓼子特大桥10天
完成桥面板安装，渝湘复线高速
参建人员超2万

11月23日17时许，随着最后一块桥
面板安装完成，城开高速公路蓼子特大桥
主体工程顺利完工，进入桥面附属工程施
工阶段。从桥面钢梁合龙，到桥面板安装
完成，项目仅用时10天。

蓼子特大桥是城开高速重要控制性工
程。为应对疫情影响，项目增加了路面沥
青材料、配套附属工程多种建材等物料的
储备，并与位于万州区的重庆高速集团东
北营运分公司联动，为大型工程设备进场
开通了绿色通道。

截至11月22日，城开高速城口鸡鸣至
城口县城段的路基、桥涵、隧道工程进度均
超98%，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结束城口县
城不通高速的历史。

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方面，位于彭水境
内的项目新田隧道，左洞也于近日顺利贯

通；武隆境内的双堡特大桥主拱肋已经吊
装完成38节，预计明年一季度全桥合龙。

目前，渝湘复线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参
建人员超过2万人。渝湘复线高速新建总
里程约280公里，是全市历史上投资最大
的高速公路项目。1月至10月，渝湘复线
高速完成投资超过160亿元，创下2020年
开工以来同期新高。

“巨无霸”浇筑完成，轨道6
号线东延工程进入桥梁上部结构
施工阶段

11月22日，轨道交通6号线东延工程
左线3号主墩，随着最后一管混凝土倾倒而
下，刘家坪站至百乐园站高架区间转体连
续梁首个0号块顺利完成浇筑。

这个0号块重530吨，共浇筑混凝土
195立方米，是名副其实的“巨无霸”。0号
块是连续梁施工的关键性节点，其浇筑完
成，标志着6号线东延工程正式进入桥梁上
部结构施工阶段。

据悉，该工程起自重庆东站，止于既有
刘家坪站，全长6.79千米，设站4座，与6号
线、8号线、20号线、24号线、27号线换乘。
2025年建成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重庆东站
到茶园、渝中区的时间。

来自市铁路集团的消息称，轨道15号
线一期、15号线二期、27号线、铜璧线、关
坝铁路专用线5个项目，通过周例会、疫情
防控专题会等形式进行线上总体部署，同

样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预计到11月底将
完成年度计划投资额的97.4%。

其中，1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43％，控制性节点工程铜锣山隧道完成超过
56％，二期20余个主要工点全部开工；27号
线已完成首台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始发；
关坝铁路专用线已实现桥通、轨通目标。

此外，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在建的
轨道4号线西延伸段、5号线北延伸段、9号
线二期、10号线二期等10个项目工程也在
有序推进，59个工点正抢抓进度。

渝昆高铁:国内时速350公
里高铁最重的单跨节段拼装梁完
成首跨架设

11月22日，位于高新区的渝昆高铁华
福特大桥完成首跨节段拼装梁架设。

这座大桥，是渝昆高铁川渝段唯一一
座节段拼装梁，共有15跨。此次架设的首
跨拼装梁重达2400余吨，是国内时速350
公里高速铁路中最重的单跨节段拼装梁。

针对当前疫情，项目部提前调配作业
人员，封闭施工，并在专家指导下，成功解
决了梁体节段多、线型控制精确度高、吊装
难度大、拼装难、安全风险高等架设难题。

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规划
中，京昆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
高铁开通后，将进一步强化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与滇中地区之间的联系，大幅压缩
重庆至昆明的铁路运行时间。

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建设持续推进

重庆多个交通重大项目迎重要节点

●11月23日，2022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成都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沈金强发表视频讲话。

（记者 张亦筑）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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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疫情发生以来，天湖美镇小区先后有两栋楼房实

行封控管理，涉及居民120余户、300多人。小区安保
巡逻人手有限，负责绿化养护的这群“50后”大叔便自
告奋勇，为封控楼栋的居民服务，织密小区疫情防控
网。

“居民购买的粮油蔬果全部配送到家，一天至少
要送100多斤物资。”刚满50岁的曾祥久是班组中最
年轻的一个，是一名退伍军人。24日，重庆日报记者
在封控楼栋见到他时，他正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将一件件生活物资按楼层分类，再逐楼逐户送货到
门。“10-2，李老师；13-6，王老师……”为了避免出
错，他将每一份签收的物资记录在册，配送时也要核
对业主的门牌、姓名。

这几天，班组的5名大叔24小时轮流值守在封控
楼栋，除了生活物资配送外，他们还经常为在家上网课
的小朋友打印资料，为生病的老人送药，做好居民的情
绪疏导等。

住地下室、洗冷水澡，条件艰苦从不抱怨

“珍惜宅在家中的日子吧！你出不去的门，是防疫
工作者回不去的家；你不想睡的觉，是防疫工作者熬不
完的夜；你嫌吵的孩子，是防疫工作者见不到的宝。”业
主群的应援声中，一条留言让人特别感动。

小区地下车库里，两间用木板隔出的小房间，既是
绿化养护班组的办公室，也是这群大叔的卧室、休息
区。狭小的空间里只够放几张床和桌子，尽管条件简
陋，但房间打扫得非常干净。床上的被褥叠得棱角分
明，草帽、手套等劳保用品整齐地放在置物架上，悬挂在
墙上的锦旗写着“专业技术高，服务态度好”。

小区绿化养护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每次轮完夜班
值守已是早晨6点过，他们在地下室休息一会后，又得
起床修枝补植，清扫落叶，平均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
时。

“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很想上完夜班后，可以洗个热
水澡。”已连续熬了两个通宵的李庆国说，员工洗漱间里
的电热水器零件老化，加热特别慢。“热水器显示29度，

我不断地开水、关水，希望水温能上升一点点，但最后依
然洗的是冷水澡。”李庆国说。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叔们没有抱怨，他们放不下的，是
对家人的牵挂。

杜文章的父亲突发疾病，他却瞒着项目部经理，继
续坚守；徐德全一家4口，有3个家人坚守在抗疫一线，
他们每天都要通过微信视频互相问候、互相鼓励；丁达
均的儿子在读高三，他主动请缨参加抗疫，希望给孩子
做个榜样……

“每天都在叫别人回家，而我们自己却不能回家。”
大叔们笑着说。

为大叔们点赞，居民们送物资、送关心

“向大叔们致敬！”“城市的勇者，你们辛苦了！”“安
静宅家，为抗疫卫士们减负”……这天，大叔们的照片发
布在小区业主群后，给居民们狠狠带了波“节奏”，一句
句温暖质朴的留言在群里不断刷屏。

“居民的认可就是最大的鼓励，我们‘辛苦心不
苦’。”楼栋里，正挨家挨户派送物资的曾祥久感慨道。
这几天，让他和队友们甚感欣慰的是，居民们的抱怨少
了，理解和关心多了。

天湖美镇小区是人和街道最先纳入高风险区域的
小区之一。实行封控的前几天，经常有居民站在大门口
想要出去；也有居民反复下楼询问政策，任凭他们嗓子
都说哑了，还是有居民不信任、不理解。

一天中午，曾祥久像往常一样，为居民们派送物
资。当他将两袋米、一桶油送到一位老人家中时，老人
感激不已，当场端出了自己刚做好的红烧肉，要给曾祥
久盛一碗。老人家的热情让这个铁铮铮的汉子瞬间破
防，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心里暖暖的。

这样的暖心事还有很多：有居民担心值守的大叔们
夜里挨冻，就委托物业向他们送来了三床崭新的棉被；
有居民主动取消了自己下单的奶茶、蛋糕，还在群里倡
议非必需品不点单，只为减轻几位大叔的派送负担；还
有许多居民在收到订购的生活物资后，不忘叮嘱他们

“做好防护，注意休息”……当坚守与爱双向奔赴，这样
的守护，好暖！

大叔们在地下室
里有说有笑地吃午饭。

记 者 左 黎 韵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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