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新 华 社 成 都 1 月 13 日 电
（记者 吴晓颖 王迪）13日上午，
一节银黑相间的工程化样车在位
于成都的试验线上缓缓行驶。这
是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制造

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
程化样车及试验线正式启用，设计
时速620千米，标志着我国高温超
导高速磁浮工程化研究实现从无
到有的突破。

时速620千米！
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下线

这是1月13日拍摄的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外观及试验线（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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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济 南 1 月 13 日 电
（记者 袁军宝 张武岳）记者从
13日晚间在山东省栖霞市举行的
山东笏山金矿现场救援指挥部第三
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至13日17
时，回风井井筒障碍物清理至距地
面310米，救援钻孔中的2号钻孔

累计完成进尺420米。
对于企业迟报事故问题，烟台市

副市长李波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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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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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笏山金矿迟报事故

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彭韵佳 沐铁城

近期，辽宁、河北等多地报告本土散
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疫情有多严峻？过年还能不能回
老家？防控的薄弱环节在哪？一个个问
号萦绕在人们心头。

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为公众送来了“及时雨”。

“疫情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
广、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比例
高等特征，有的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多
代传播，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米锋率先介绍了
近期疫情的特点。针对疫情造成的困惑
和民生关切，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
人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专家及时作出回应。

一个多小时的发布会，18个问题密
集抛出，发言嘉宾一一耐心作答。

——辽宁、河北病例的救治情况怎
么样？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
燕红直言不讳：近期河北和辽宁疫情的
患者当中，老年人和心脑血管基础性疾
病患者较多。“这对救治工作提出了挑
战。”

但她同时表示，国家高度重视患者
的医疗救治工作，按照“四集中”原则，第
一时间派出国家级专家团队，分别调集
了3万毫升血浆支持两地重症患者，重
症救治“一人一策”，最大化保证救治质
量。

——为什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不在第一批接种疫苗人群之列？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专
员王斌明确回应：目前冷链从业人员、海
关边检、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公共交通场
所工作人员等重点行业人群感染风险较
其他人群高，按照“区域分开、口岸优先、
区分轻重缓急、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
现阶段接种的重点人群是18-59岁高
风险和可能高传播风险的人群。

“随着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数据不断
完善、防控工作需要及疫苗供应量增加
等，我国会逐渐扩大疫苗接种的目标人
群，包括60岁及以上老年人。”王斌的补
充，给公众吃了“定心丸”。

——无症状感染者带来的疫情扩散
风险有多大？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给出权
威科普：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但是传
播效力可能没有那么高，和有症状的患
者比起来，传染性相当于其1/4至1/3，
比较低。不过，我们对无症状感染者采
取与患者同样严格的防控举措。

乡和村两级要做好重点人群摸排，
要聚焦农贸市场、医疗机构、进口冷链食
品加工、运输存储、销售等重点机构场所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回应疫情相关问题

疫苗接种人群将扩至60岁及以上老年人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樊
曦 周圆）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
情防控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
旅客带来不便，自发售2021年2月12日
（正月初一）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
为15天，即1月29日起售2021年2月12
日（正月初一）车票。1月14日至1月28
日，只发售2月11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1月29日起，旅客可在同一起售时
间通过 12306 网站、铁路 12306 手机
App、电话订票、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和
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具体起售时间可通
过12306网站（含客户端）查询。

自1月 14日起，旅客因行程改变需
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
定的开车前 15天以上同比例调整为开
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7天及以内退票
的，仍按 48小时以上、48—24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行；办理
改签和变更到站业务时，仍不收取改签
费用。

火车票预售期
调整为 15 天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2 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副总
统彭斯当地时间12日致信国会众议
院议长佩洛西，拒绝援引宪法第25
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总统职务。当
日晚些时候，众议院依然正式通过
决议，敦促彭斯采取行动。美国国
会众议院预期13日将对弹劾案举行
全体投票。

综合美媒报道，占据众议院多
数席位的民主党人已获得通过弹
劾案所需简单多数票；众议院共
和党领导层决定不劝说本党议员
对弹劾案投反对票，目前至少3名
共和党众议员已公开表态支持弹
劾案。

多家美媒12日援引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助手
的话报道说，麦康奈尔对众议院推
动弹劾感到高兴，认为特朗普犯下
了可以被弹劾的罪行，弹劾有助于
使共和党摆脱特朗普。

12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
布备忘录谴责国会山骚乱事件，“提
醒”全体美军捍卫宪法，拒绝极端主
义。据报道，联邦执法部门正在追
捕的150多名国会山骚乱嫌疑人中
可能包括退伍和现役军人。

依据美国宪法，众议院负责提
出弹劾案，参议院负责弹劾案审
理。如三分之二国会参议员支持弹
劾，特朗普将被定罪。

彭斯拒绝罢免特朗普

美众议院将就弹劾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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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强化基础设施 助力全民健身

大桥下的灰色空间可以拿来做
什么？潼南区转变思路，将大桥下
的空间打造成体育公园，修建羽毛
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等健身场
地。大桥成为体育公园遮阳避雨的
天然屏障，宽敞的场地与齐全的健
身设施让市民健身休闲有了好去
处。

桥下体育公园的打造只是潼南
区体育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潼
南区坚持以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建设为目标，以满足群众体育需求为
出发点，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不断推
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充
分发挥体育阵地和体育队伍的作用，
努力做到体育惠民深入人心。

夯实基础拓展全民健身空间

近年来，潼南区委、区政府大力
实施“体育强区”，组织召开了潼南区
推动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率先出台了《加快体育强区建
设的实施方案》，将体育工作纳入对
镇街及相关单位的目标考核，形成全
区共推体育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2020年，潼南区在已建成投入使用的
滨江湿地公园、大佛寺湿地公园、大
佛坝蔬菜园等11处城区公园内全面
实施升级改造，高规格谋划、高质量
配置、高标准建设、高效能推动建成
篮球场、五人制足球场、自行车骑行
道、全民健身路径、儿童健身游乐等

设施及其配套体育设施。据统计，潼
南区2020年新增体育场地面积23.8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活动场地面积达
到1.71平方米，为广大市民提供了良
好的休闲娱乐与运动健身场所。

特色赛事激发市民参与热情

随着人们强身健体意识的增强
以及对体育赛事热情的高涨，潼南区
以地方特色开展了多项特色体育赛
事。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潼南
区以“水韵潼南”“田园潼南”“花漾潼
南”系列节会为引领，成功举办了涪
江龙舟赛、涪江半程马拉松、骑跑两
项等品牌赛事，积极组织了迎新年群
众登高、“抗疫英雄杯”五人制足球
赛、潼南区第五届区运会等200余场
群众体育活动。特别是5000人跑半
马、10万人观龙舟、万余名运动员参
与角逐13个大项目834枚奖牌的区
运会，让广大市民在运动中领略到潼
南的特色风光，大大地激发了群众参
与全民健身的兴趣和投身体育运动
的激情，有效助推了潼南全民健身深
入开展。

体教融合培育竞技体育人才

深化体教融合是为了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也是为了促进竞技体
育人才培育。2020年区体育局与

区实验中学共建潼南区青少年业
余体育训练基地，合作重点打造提
升射击、举重、摔跤、乒乓球、射箭5
个竞技体育项目，更好地备战市六
运会、第十届全运会，力争在2021

“比赛之年”赛出更好的成绩，为市
级专业运动队培养、输送更多更好
的优秀人才。

2021 年，潼南区将抢抓“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加快
体旅融合发展，积极谋划重大项
目，引入社会资本，以“运动、游
乐、体验”为主题，建设集运动康
养理疗中心、汽车露营基地等服
务设施为一体的大佛岭户外运动
康养中心；借助涪江水体资源，
建设集水上体育运动训练、观光
游乐于一体的水上游乐运动中
心；以九龙山森林公园和群众文
化体育中心为载体，建设全国青
少年排球训练基地；力争在未来
联合涪江流域沿线城市，共同举
办“中国涪江龙舟公开赛”，做强
区域性品牌赛事；依托 50 公里

“最美环江路”，与遂宁、合川等
周边区（市）联合举办“涪江国际
马拉松”，将马拉松赛事打造成
为全国金牌赛事，奋力谱写潼南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刘邦云 程淼淼

潼南区第五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场潼南区第五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摄摄//刘建新刘建新

巫山：公共体育场地免费开放 深入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2020年，巫山县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严格落实中央、市委决策部署及县
委、县政府工作要求，认真贯彻《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和《重庆市全民健身
条例》，深入实施重庆体育“1+5+1”
行动计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加快推进体育强县，坚持将公共
体育场地免费开放作为巫山县群体
工作的重点，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提
升群众对巫山县公共体育服务的满
意度。

2020年，巫山县按照重庆市大型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相关政策文件
要求，继续加大巫山县公共和社会体
育场地免费低收费对外开放力度。

夯基础
公共体育设施不断完善

根据巫山县 2020 年初开展的
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底，巫山县现有政府公共体
育场地1771块（包括体育场、体育
馆、游泳池、体育公园、乡镇健身广
场、农体工程、登山步道、雪炭工程、
健身路径、社区健身点、学校体育场
地等）、社会体育场地206块，全县
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率达100%，逐步
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问题。

公共体育设施不断完善，公共体
育服务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巫山
县不断探索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规范
体育场地公示项目，全面落实公共体
育场地设施免费开放工作，切实满足
广大群众健身需求。

强组织
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

巫山县不仅要解决“去哪儿健身”的
问题，同时还要创新思路想办法让更多
市民能够积极加入全民健身行列中。
2020年，巫山成功举办“全民健身月”线
上系列活动、全民健身日、“九九重阳”老
年人体育健身展示活动、男子篮球联赛
20余场次，吸引1万余人次参与其中；承
办重庆市渝东北片区老体协第十九次联
席会，推动巫山老年体育工作再上新台
阶；新成立单项体育协会2个，培训各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153名。

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引导广
大群众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截至
2020年底，巫山县国民体质测试标
准合格以上人数比例达93.5%，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6%。

促发展
体育旅游融合更加深入

近年来，“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体旅融合既
丰富了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
空间，也盘活了体育资源。巫山县围
绕景区打造精品体育赛事，成功举办
长江三峡国际越野赛、中国拔河俱乐
部公开赛等特色品牌赛事。其中，长
江三峡（巫山）国际越野赛相继获评
中国田协“铜牌赛事”和重庆市“体育
旅游精品赛事”，中国巫山·当阳大峡
谷户外运动挑战赛赛道获评重庆市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巫山县将继续贯彻落实《重庆市全

民健身条例》，认真谋划、科学制定巫山
县“十四五”体育发展具体目标、工作任
务和政策举措。积极推进公共体育服
务，广泛开展活动激发群众体育活力，
在推进体育产业发展方面因地制宜打
造特色项目，吸引全国游客游玩，打响
巫山县体育旅游名声。充分利用巫山
山水旅游资源开拓创新，进一步提升长
江三峡国际越野赛、当阳大峡谷户外挑
战赛、中国拔河俱乐部公开赛等重点赛
事的规模、水平和品牌影响力，在此基
础之上，再培育1至2项大型精品赛事，
加速推进体旅融合发展。

刘邦云 唐巍
图片由巫山县文旅委提供

调研检查群众健身基础设施

20202020年年““红叶杯红叶杯””中国拔河俱乐部公开赛中国拔河俱乐部公开赛（（巫山站巫山站））开幕仪式开幕仪式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13日电 记者
13日从中铁十四局集团滹沱河生态修
复三期工程项目部了解到，该项目部当
日接到通知参建石家庄市集中隔离点，

施工场地位于正定县文正大街诸福屯镇
固营村，占地约500亩。基建部分完工
后，3000套集成房屋将在硬化的场地上
迅速拼装到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13日，
河北石家庄和邢台两地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进展顺利，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地
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相关工作不断
取得进展。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13日通报，12
日0时至24时，河北省新增90例本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石家庄建设集中隔离点
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地全力开展疫情防控

印尼总统佐科直播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13日电 印度尼

西亚总统佐科13日上午在雅加达总统府
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
苗，他是印尼国内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

佐科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了自己接种
疫苗的过程。总统医生团队成员对着直
播镜头展示了疫苗包装盒，随后在佐科
的左臂上注射了新冠疫苗。

在接种疫苗前，总统医生团队还进
行了病历核实和身体健康指标检查等；
完成接种之后，佐科被颁发疫苗注射证
书。14天后，他将凭证书接种第二剂疫
苗。当天，印尼部分内阁部长、国民军司
令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也接种了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佐科本月7日在个人社交
媒体账号上曾表示，自己要第一个接种
克尔来福新冠疫苗，是为了让所有人都
相信这款疫苗是安全的。

印尼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本月11
日宣布，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已在印尼万
隆市完成了Ⅲ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于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0%门槛，给予这
款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1月13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统府，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印尼总统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