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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7月30日电 （记者 阮周围 帅才）记者
30日从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
悉，张家界的11个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根据官方通报，将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军地坪街道，永定
区永定街道、崇文街道、南庄坪街道、官黎坪街道、后坪街
道、沙堤街道、大庸桥街道、西溪坪街道、阳湖坪街道、枫香
岗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张家界部分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月30日，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第8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
员、副主任李畔通报称，7月 30日 0-12
时，重庆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
例。截至7月30日12时，尚有在院确诊病
例4例，其中本地病例2例，境外输入病例
2例。

江津、大渡口等地已追踪到密
切接触者141人

这2例本地病例中，病例1，男，22岁，
7月29日因发热到江津区一医疗机构就
医，7月30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
性，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病例2，女，24岁，为病例1女朋友，7
月30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被诊断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李畔称，疫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市、区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按照“排
查范围从广、工作速度从快、防控措施从
严、工作方法从细”的原则，快速开展疫情
防控处置应对工作。

截至7月30日14时，江津、大渡口等
地已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41人，次密切接
触者140人。核酸检测采样133人，已出结
果4人，均为阴性，其余样本正在检测中。

江津双福全域全员开展核酸检测

据江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熊伟介绍，
7月30日凌晨接到阳性情况报告后，江津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
凌晨1点左右，该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迅速调度开展流调、阳性患者负压车转
运至隔离病房、开展平行检测复核、区外密
接对接协查等先期处置工作；凌晨3时许，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展
开流调、核酸检测、社区排查等工作；凌晨
5时左右，完成11个疫点封控，同时根据
专家意见，快速启动双福片区交通管制和
封控，全域实行禁止出入。

熊伟称，江津区将按照封闭区、封控
区、风险区三区进行划分，有效管控双福片
区；分紧急程度，依次对11个疫点、双福国
际农贸城、双福街道，全域全员开展核酸检
测；进一步对2名阳性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开展流调溯源，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启用备
用区级隔离点，对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
者进行集中隔离。与此同时，加强风险区管
控，暂停区域内经营活动，防止人员聚集。

截至7月30日12时，江津共检测样本

7535件，共出结果1008件，均为阴性。共
排查密切接触者37人，次密切接触者84
人，现在已全部落实医学观察。

大渡口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
区长、新闻发言人徐晓勇说，接到江津区的
协查通报以后，该区迅速启动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开展相关流调溯源、人员集中隔
离、小区封闭管理等工作。截至7月30日
14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人，次密切接
触者15人，已陆续送往集中隔离点。7月
30日中午12时左右，刘某的父母、妹妹首
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在重点区域管控上，已对刘某父母所
在的金融广场小区6栋楼实行封闭式管
理，只进不出，对相关居民正进行全员核酸
检测。截至7月30日 14时，已采样411
人，陆续送检。对刘某、李某在大渡口区途
经的主要地点，星悦茂地下商场、大渡口区
新世纪商都作为重点管控区域，对相关工
作人员开展核酸检测，已采样182人，陆续
全面开展消杀。总共现在送检593例，已
检测出191例，全部为阴性。

后期不排除我市还将出现关联病例

针对此次新增的两例本土病例，市疾
控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唐文革表示，目
前，我市正在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排查、人
员核酸检测等工作。由于病例1在确诊前
已出现发热症状，结合其在我市江津区、大
渡口区的活动轨迹，随着检测人数的增加
和流调溯源工作的深入开展，后期不排除
我市还将出现关联病例。

唐文革说，截至2例病例报告前，我市
已连续500余天无本地确诊病例。病毒到
底从哪来的？是怎么传播的？谁传谁的？

由于确诊两人近期均有外出旅游史，我市
正在进一步整合部门资源，积极运用技术手
段，加快基因测序和结果比对，尽快查清感
染源，若有新的进展，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李畔称，下一步我市将严格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防控措施，采取更加
严实的办法、措施，抓细抓实各项疫情处置。

加快“流调溯源”。拓宽流调溯源范
围，突出“多链条追溯、人物同查”，全面追
踪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及一般接触者，做到一个不漏，全面见底，
实现应隔尽隔、应检尽检、应管尽管。

落实“应检尽检”。根据流调和核酸检
测情况，继续做好涉疫地区核酸检测，做到
应检尽检。

加强“管控救治”。分圈层落实管控措
施，做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防止疫情进一
步扩散。继续按照“四集中”原则，做好医
疗救治。

发挥“哨点作用”。发挥医疗机构“哨
点”作用，落实预检分诊、首诊负责制度，加
强旅居史问询和发热、干咳等症状甄别，按
规范处置。

开展“科普宣传”。做好疫情防控科普
知识宣传，落实重点场所测温、扫码、戴口罩
等措施；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市民若有发热
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就近医疗机构就诊。

唐文革提醒，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市民要时刻保持个
人防护意识，坚持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
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等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非必要不外出，非必须不聚集。一
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
等症状，立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并主
动告知14天活动轨迹及接触史。

重庆新增两例本土病例
正加快基因测序和结果比对，查清确诊病例病毒来源 据新华社南京7月30日电 （记者 沈汝发 郑生竹）

30日，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在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次南京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保
洁员病例的病毒基因序列，与7月10日从俄罗斯入境的
CA910航班报告的1例输入病例一致，均为“德尔塔”毒
株。目前，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已先后暂停国内航线运营和
国际航线运营。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暴发后，南京对机场相关人员
进行集中隔离，并重新采样检测。截至目前，南京已经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8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有8例
重型确诊病例。

南京疫情中已测序病例病毒基因
与俄罗斯入境航班病例一致

禄口国际机场国内、国际航班已暂停运营

据新华社长沙 7 月 30 日电 （记者 刘芳洲）7月30
日，据湖南株洲市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通报，株洲市云龙示范区新增报告4例新冠肺炎无症状
感染者，初步判断为四川省确诊病例的关联者。

株洲市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通告，要求从7月30日起，所有在株人员非必要不离开株
洲，确需离开的须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市暂
停各类现场会议和群体性活动，减少人员聚集；全市所有旅
游景点、景区、游乐场所、室内密闭娱乐场所、电影院、宗教
场所等人员聚集性场所暂停开放等。

株洲新增4例无症状感染者
初步判断为四川省确诊病例的关联者

7月30日，重庆市第8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现场。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7月3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
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即日起正式施行。《决定》规定，全
市禁捕河流达754条，以此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杨宏介绍，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我市水生生物保护区已于
2020年1月1日起实行全面禁捕，全市长江
干流和重要支流以及其他重点水域自今年1
月1日起实行十年禁捕。通过分类实施、梯

次推进，5342艘渔船、10489名渔民全部退
捕上岸，有就业意愿的7737人全部转产就
业，符合参保条件的10419人全部参加养老
保险，455名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低保。目前，
全市非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禁捕管理秩序
稳中向好，江河水面基本实现“四清四无”，
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为进一步确保禁捕工作顺利开展，我市
决定通过地方立法完善制度体系，对法律相
关规定进行细化补充。新实施的《决定》共
十三条，其首要重点是划定了禁捕区域，主
要包括6个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

干流、5条长江重要支流（嘉陵江、乌江、渠
江、涪江、酉水）和8条重点河流（小江、大宁
河、梅溪河、汤溪河、草堂河，綦江、御临河、
塘河重庆段），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禁捕的
其他水域。据统计，全市禁捕河流达754
条，总长度1.8万公里，切实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同时，为便于社会公众知晓
禁捕区域，遵守禁捕工作相关规定，《决定》
要求，市、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在相应区域设立禁捕标识牌。

其次是明确禁捕措施。《决定》明确指
出，禁捕期限内所有禁捕区域都禁止全面生

产性捕捞。同时，为在全社会营造“水上不
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良好
氛围，《决定》从各个环节着手，完善了相关
规定。比如，禁止收购、加工、销售、运输、食
用非法捕捞渔获物及其制品；禁止以野生鱼
等名义对经营渔获物及其制品进行虚假宣
传；禁止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船
港的“三无”船舶在禁捕区域航行或者停泊。

此外，禁捕措施也对休闲垂钓进行了规
定：水生生物保护区外的其他禁捕区域可以
进行休闲垂钓，具体管理办法由市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制定。

重庆出台《决定》细化长江“十年禁捕”
全市禁捕河流达754条，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 赵伟平

7月 30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
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实
施。《决定》怎样助力全市禁捕工作，对钓
友们有什么影响？当日上午的新闻发布
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8条重点河流因资源保护
价值突出被单列

重庆日报：为何《决定》单列出8条重点
河流？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杨宏：小江、大宁
河、梅溪河、汤溪河、草堂河、綦江、御临河、
塘河等8条长江重要支流，资源保护价值十
分重要。其中大宁河、汤溪河、小江、草堂
河、御临河、梅溪河属于三峡库区较大的支
流，三峡工程蓄水后，长江干流多种适应流
水环境的鱼类转移到这些河流中栖息。而
綦江、塘河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在我市境内的两条主要支流，对
保护区鱼类资源的养护具有重要价值。基
于以上原因，在《决定》中将8条河流单独列
出，实施禁捕。

钓具钓法渔获物等都有规定

重庆日报：《决定》对广大钓友有何影
响？

市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孙泽均：目前在
钓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垂钓行为，如使用
爆炸钩、串钩、可视锚钓、一人多竿、单线多
钩、长线多钩、一线多钩、多线多钩等，对水
生生物资源会造成破坏。《决定》对休闲垂钓
作了几方面规定：

一是留出空间：除水生生物保护区外的
其他禁捕区域，在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
的前提下可以进行休闲垂钓，以满足公众合
理的休闲垂钓需要。

二是明确规则：授权市农业农村部门制
定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禁钓区、
禁钓期、钓具、钓法、钓饵以及钓获物种类、
规格和数量等内容，规范休闲垂钓活动，避

免对禁捕管理和渔业资源恢复产生不利影
响。

三是划出界线：《决定》规定禁止收购和
销售通过休闲垂钓从禁捕区域获得的渔获
物及其制品，打击利用垂钓变相进行捕捞的
行为，并设置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分阶段分步骤开展打击行动

重庆日报：对于非法捕捞等犯罪行为，
如何打击？

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勇：打击长江流域非
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机关
联动农业农村等部门，共侦破非法捕捞水产
品案案843件，打掉犯罪团伙120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1499人，收缴非法捕捞工具
1486套，查扣涉案船只48艘，查获渔获物
2557公斤。

目前，非法捕捞案件大多发生在“三江”
支流的偏僻水域，公安机关已作出专门部
署，将全面强化打、防、管、控、宣各项措施，
分阶段、分步骤持续组织开展多轮次集中打
击行动，切实担负起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政治责任。

严厉打击禁捕区涉渔“三无”渔船

重庆日报：“三无”渔船，是否也在此次
的打击范围内？

市交通局二级巡视员蒋仕兵：因生产生
活需要，目前我市还存在乡镇自用船舶等无
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
渔船，在利益驱使下，部分人员利用镇自用
船舶易躲避、易操纵等特点，在禁捕区从事
非法捕捞活动，严重影响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

接下来，我市将严厉打击禁捕区涉渔
“三无”渔船。同时，各级交通部门将结合日
常水上巡航活动，加强船舶检查，并对非法
捕捞违法线索及时进行移交。

对虚假宣传非法经营进行查处

重庆日报：一些地方还存在“长江野生鱼”
“长江鱼”等虚假宣传行为，准备怎么应对？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罗德勇：目
前已接到群众举报投诉及在监管执法中发
现以“长江野生鱼”“野生江鲜”等名义涉嫌
虚假违法广告案件33件，虚假宣传不正当
竞争案件22件。

接下来将重点检查设置的店招店牌、张
贴摆放的印刷品广告以及其他可用于广告
宣传的物品，一经发现立即查处。

五问《决定》：

哪些河流是禁捕重点、钓具钓法有何规定？

□饶思锐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7月29日表决通过《重庆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
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30日，我市召开贯彻落
实《决定》新闻发布会，对《决定》进行解读。市人大常委会
通过制定法规性的决定，有效衔接《长江保护法》，夯实禁捕
执法保障，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落地落实，对于保
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改善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
重要决策。”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的重
要举措，也是保护长江母亲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
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确
保我市长江“十年禁渔”取得实效，事关全局。近年来，我市组
织开展长江流域退捕、打击非法捕捞、打击市场销售非法渔获
物、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渔政执法能力提升五大行动，全市非
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禁捕管理秩序稳中向好，江河水面基本
实现“四清四无”，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但与此同时，随着长江禁捕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给执法工作带来许多挑战。如渔业法
以及我市的实施办法相对滞后，不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相
关规定的强制效力不够，对涉渔“三无”船舶、非法垂钓等行
为难以形成震慑力；全市渔政执法能力不足，无法及时发现
和处置非法捕捞行为……在这一背景下，聚焦执法难题，从
制度层面对禁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通过地方立法
对法律相关规定进行细化补充，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执法
主体、执法依据，着力解决一线执法人员“无法可依、有法难
依”困境，切实降低执法风险隐患，可谓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让长江禁渔铁令生威，就是要以空前严格的措施确保
禁捕工作全面、有效实施。这既要“戴上眼镜”，查漏补缺，
堵住制度漏洞，让宽泛的法律有了细化的操作指南，能够便
于执行、落到实处；也要“长出牙齿”，强化执法，以雷霆万钧
之势重拳出击，全面加大对非法捕鱼的打击整治力度，坚决
消除非法捕捞隐患。《决定》不仅明确禁捕区域、完善禁捕制
度、固化禁捕经验，把禁捕工作纳入河长制工作体系，从源
头加强禁捕区域网格化管理，还提出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动员公众参与，从收购、加工、销售、
运输、食用五大环节着力铲除非法捕鱼的“动力源”和“流通
链”，以在全社会营造“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
不吃”的良好氛围。十年禁捕，久久为功，一定能再现江城
水美鱼丰、人鱼共生的盛景。

让长江禁渔铁令生威

重报时论

聚 焦 疫 情 防 控

据新华社长沙7月30日电 （记者 张玉洁）记者30
日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多部门获悉，包括凤凰
古城、永顺县芙蓉镇、十八洞村在内的湘西各大景区于30
日起陆续暂停接待游客。

凤凰县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30日发布通告，
明确从31日0时起，凤凰县所有景区景点、涉旅购物场所、演
艺场所、游乐场所、摩托车和小车驾照考场、KTV、文化馆、
图书馆、电影院、酒吧、网吧暂停开放，进行环境全面消杀。

永顺县所有景区暂停接待游客；保靖县从30日起，暂
时关闭全县文化旅游聚集性场所、取消所有人口聚集的群
众文化旅游活动；位于花垣县的十八洞村景区也于30日起
暂停接待游客。

凤凰古城、芙蓉镇等
热门景区暂停接待游客

江津2例确诊病例都去了哪？
因2例确诊病例行动轨迹高度一致，

主要介绍目前流调梳理的刘某轨迹情况。
刘某居住地为江津区双福街道福城大

道牛津大道。7月21日和女朋友乘火车
（重庆西—西安南K692次，13车厢）至陕西
西安旅游，游玩“大唐不夜城”、钟楼鼓楼、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地。

7月 24日乘火车（西安南—重庆西
K691次，08车厢）返回重庆。约18时乘重
庆西站到巴福的班车到达巴福，19时在德
宜果品购物，后从庆润万福雅苑东北门乘
坐滴滴车返回双福家中，22时在詹隆食府
就餐。

7月25日17时50分左右在恒佰购超
市购物。

7月26日前往巴福菜市场购物，16-
17时自觉发烧，未就诊，自用药。

7月27日8时在天津汤包就餐，8时
23分在欣欣超市购物，约9时回家。19时
前往恒佰购超市，随后两人前往大渡口父
母家。20点16分到达大渡口区，在金融
广场3栋其父母家中，与父母、弟弟、妹妹、
女朋友在家一同就餐，23时在美团上购买
退烧药。

7月28日上午10时，刘某与父母、弟
弟、女朋友通过大渡口星悦茂地下商场前
往大渡口新世纪商都旁边的山城汤圆店吃
冰汤圆，当时店内无其他堂食人员。随后
前往温馨粥道露液包子铺取物品，14时与
女朋友、弟弟自驾车返回江津双福。15时
20分左右在时代广场修手机，之后到时代
广场永辉超市购物后自驾回家。21时50
分左右到楼下四来超市购物。

7月29日9时40分左右在恒佰购超
市购物，10时30分自驾前往双福中心卫
生院就诊，随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7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怡
云社区王家湾还房B区的居民在当地政府
的组织下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