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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已累计报告48例确诊病例
专家组最新研判：目前莆田枫亭镇已形成了2个疫情集中传播点

外交部：
中方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

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中方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
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前，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称，阿富汗出现经
济崩溃将是给恐怖主义的一份“赠
礼”，呼吁国际社会为阿注资。中方
将为缓解阿富汗的经济困境提供什
么帮助？

赵立坚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8日在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时
宣布，根据阿富汗人民需要，中方决
定紧急提供价值 2 亿元人民币的粮
食、越冬物资、疫苗和药品。待安全
等条件具备后，中方愿帮助阿富汗建
设有助于改善民生的项目，并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
和经济发展。

“这充分体现了中方一贯奉行的
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对阿友好政
策，也体现了守望相助、雪中送炭的
中华传统文化。”赵立坚说。

他说，当前阿富汗仍面临人道、
民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严峻挑
战。国际社会应向阿富汗提供经济、
民生和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阿富汗人
民渡过难关。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阿富汗问
题的始作俑者，美国必须切实履行
对阿承诺，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的前提
下积极采取行动，帮助阿缓解经济
困境，绝不能甩锅推责，一走了之。”
赵立坚说。

塔利班掌权后
首架外国商业航班飞抵阿富汗

新华社北京 9月 13 日电 巴基
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13 日
降落在喀布尔国际机场。这是塔利
班 8 月 15 日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以来，首趟飞抵阿富汗的外国商业
航班。

这趟航班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
兰堡起飞，仅搭载大约10名乘客。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发言人
上周末说，这家航空运营商十分希望
恢复巴阿两国首都之间定期商业航
班，但暂不能确定航班恢复后将以何
种频率运行。

塔利班8月初加大对阿富汗政府
的攻势，接连夺取省会城市，同月15
日进入并控制喀布尔。美国及其盟
国紧急组织在阿公民从喀布尔机场
撤离，不少曾为驻阿美军和美国政府
机构服务的阿富汗人一同撤离。

美国 8 月 30 日完成从阿富汗撤
军撤人的行动。塔利班指责美军离
开前毁坏喀布尔机场设施，导致机场
无法运转。

卡塔尔、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本月初派技术人员到喀布尔，
帮助塔利班重开喀布尔机场。阿富
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 4 日恢复少数
国内航线。卡塔尔航空公司上周运
行数架包机飞离喀布尔机场，大部
分乘客是没来得及随美国或其盟国
军队撤离的外国人及阿富汗人。

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最
新获悉，截至 9 月 13 日 16 时，莆田市
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76 例，其
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8 例，无症状感
染者28例。

截至9月13日12时，莆田市共完成
76例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累计判
定密切接触者1577人，次密接1865人，
其中已集中隔离1693人。

在核酸检测方面，截至9月13日16
时，莆田市核酸检测共采样853532份，
已出报告523882份。

专家研判
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疫情存在外溢的风险

10日，福建莆田发现本土病例。11
日晚，国家卫健委派出工作组赶赴莆田
连夜开展工作。目前莆田疫情形势如
何？疫情何时可以得到控制？专家组作
出了最新研判：

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
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继续发现病
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外溢的风险。

此次疫情首先在学校发现，低年龄
儿童感染较多。目前在已通报的 64 例
病例中有19例年龄为3到12岁，这部分
儿童未注射新冠疫苗，存在病情更容易
发展得较为严重的风险。

目前莆田枫亭镇已形成了 2 个疫
情集中传播点：最早发现病例的小学
和镇内某鞋厂，这两地都是人员密集
场所。

莆田正在 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核
酸检测。目前公安、工信和卫健部门合
作，最快可在 6 小时内就拿出阳性感染
者初步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只要充分运用此前积累的常态化疫
情的成功经验，确保各项措施和各个环
节落到实处，疫情规模有望在国庆长假
前得到控制。

当地通告
对瞒报、谎报造成不良后果的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9 月 13 日，莆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关于紧急疫情风险提示的通告。通
告中称：

一、自8月26日以来，曾到过枫亭镇
的市民，请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报备相
关情况，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到就
近医疗机构开展核酸检测。

二、请各行政企业单位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做好员工近期行程排
查，对8月26日以来到过枫亭镇的人员
应督促其尽快完成核酸检测。

三、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疫情防控
各项规定，对瞒报、谎报个人行程或健康
状况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依法严肃追究
法律责任。

同心战“疫”
枫亭镇共有常住人口10万多人
全员两轮核酸检测已完成

通宵进行核酸检测，确保隔离人员
生活供应，各地医护人员紧急驰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福建莆田打响一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13 日 9 点多，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
县南桥社区核酸检测点，来自莆田涵江

医院的20 岁实习护士刘晶和她的几位
同事，正紧张忙碌着。“早上 6 点就开始
工作了，防控疫情，我们全力以赴。”刘
晶说。

因为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刘晶的额
头和脸上布满汗珠。“为了保持最佳工作
状态，我们尽量少喝水，希望在最短的时
间内获得准确的检测结果。”

仙游县 12 日明确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确保应检尽检，不
漏一人。

“我们接下来要做到应检尽检。”南
桥社区党委书记陈加相正在现场维持秩
序。连续三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的他，声
音已经开始沙哑。“社区里还有100多名
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安排了专人上门
检测，务必一个都不能少。”

莆田市其他区域也正积极开展核酸
检测。在莆田市第一医院核酸检测点，
记者看到，排队检测的队伍长达一二百
米，街道工作人员、警察、志愿服务者都
在维持秩序。

“此轮疫情发生后，每天排队进行核
酸检测的群众从平时的七八百人激增到
四五千人。”莆田市第一医院医务部主任
许斌说，医院一方面优化检测流程，减少
人员聚集，一方面新增核酸检测点，做到
合理分流。

仙游县枫亭镇是高风险地区。“枫亭
镇共有常住人口10万多人，目前全员两
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第三轮核酸检测
13日开始正在紧张进行中。”枫亭镇宣传
干事黄明华说。

记者了解到，为防止因人员流动、聚
集引发交叉感染，枫亭全镇范围内实行
严格管控措施。同时为保障群众日常生
活，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物资进行集中
采购配送。

“老朱，在家吗？你要的大米、方便
面和口罩，我们给你送来了！”12日上午，
穿着隔离服的枫亭镇海滨村党支部书记
朱明凤带领村干部，将村民所需的生活
物资送到村民家里。

“截至目前，全村已完成第二轮核酸
检测，整村村民还在居家隔离中。”朱明
凤说，为保障村民的生活物资供应，村干
部利用微信群收集村民的采购需求。“村
民需要什么，只要在群里说一声，就会有
专人对接，村里会定期安排村干部送货
上门。”

荔城区镇海街道湖景大酒店是定点
隔离酒店，目前入住了 104 名来自枫亭
镇的密切接触者。镇海街道办事处主任
翁凌晖说：“对于隔离人员，我们是统一

配餐，酒店里配备了医护人员以及专业
消杀人员。”

面对疫情，广大党员干部逆行而上，
更多医卫人员白衣执甲。

福州市 212 名核酸采样人员、厦门
市 200 名核酸采样人员、漳州市 300 名
核酸采样人员……连日来，各地医疗队
伍纷纷从全省驰援莆田。

来自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的
核酸采集队员林丽燕是仙游人，她第一
时间报名支援家乡。“疫情当前，医护人
员当选择前往。”

12日晚上10点，莆田学院北区操场
的灯光格外明亮。来自临床医学院等的
320 名在校男生连夜进行核酸采样培
训。培训结束后，这支特殊的志愿者队
伍连夜奔赴防疫一线。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我们有医学
经验，更有责任用学到的知识为防疫贡
献自己的力量。”来自莆田学院临床医学
2019级的学生陈炜滨说。

“天使白”“志愿红”“警察蓝”，正编
织起一张张“生命防护网”，为战“疫”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截至9月13日18时
厦门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

13日，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9
月 13 日 18 时，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2例（普通型8人，轻型4人），均在定点
医院隔离诊治，目前病情均稳定。

此外，记者13日从福建省泉州市新
闻发布会获悉，泉州市泉港区界山镇界
山村东丘自然村被列为中风险区域，区
域内居民严格实施居家隔离。

泉州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表示，按照国
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规定，经专家研判，自9月12日起，所
有在泉港区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泉
港区，因就医、特定公务等确需离开的，
须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通行。对运
输生产生活、医疗防护物资以及从事道
路运输“点对点”转运的车辆和人员，在
严格落实消毒、封闭管理等各项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保障其通行顺畅。

泉港区将有序动员市民群众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

综合新华社、央视、莆田市卫健委网站

聚焦疫情防控

同步播报

9月13日，仙游县南桥社区安排专人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做核酸采样。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