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王志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

工作人员。
任命王志清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命李文堂

为国家行政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
免去高雨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免去王志

清的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职务。

外交部：
立陶宛应对人权领域斑斑劣迹

作出深刻反省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30日表示，立陶宛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应作出
深刻反省，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白俄
罗斯国家边境委员会近日接连发现两具难民尸
体，以及将遍体鳞伤的尸体从立陶宛领土拖过边
境的痕迹，并指控立陶宛边境警卫蓄意谋杀难
民。另有报道称，立陶宛当局把一名怀有7个月身
孕的难民拖到白俄罗斯边境并扔在草地上。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这些难民的悲惨遭遇令人痛心和愤慨。两
条鲜活的生命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更加令人
痛心的是，这些报道恐怕只是立陶宛侵犯人权问
题的冰山一角。”赵立坚说。

“根据有关报道，立陶宛监狱看守蓄意虐囚和
滥用暴力。立陶宛历史上发生过犹太人大屠杀，
如今种族主义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犹太人和其他
少数族裔遭严重歧视，就医、出行等权利遭剥夺和
侵犯。”他说，立陶宛儿童权利也受到严重侵犯。
立儿童权益保障热线回复率极低，孤儿院数量不
足以容纳现有孤儿。有关国际组织报告显示，立
陶宛20%以上从事色情行业的是未成年人。

“立陶宛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违反欧洲人
权公约和国际人权法有关条款。立方应作出深刻
反省，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赵立坚说。

中国驻法使馆坚决反对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涉台决议

新华社巴黎11月30日电 中国驻法国大使
馆发言人30日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涉台决议答
记者问时表示，此举明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公
然干涉中国内政，刻意为“台独”势力张目，中方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已经成为国
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关
系准则。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
干涉，也不容任何讨价还价。

发言人表示，1971 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
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从政治上、法
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以及
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台湾除了作为中
国的一部分，没有其他的国际法地位，其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
中国原则处理。

发言人说，事实上，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各领域国际合作
均作出了妥善安排，台同相关国际组织交流的机
制是完善的，渠道是畅通的。台湾当局谋求参与
相关组织的真实目的是凸显其所谓“主权地位”，
拓展“国际空间”，这一图谋必定失败。

发言人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关系的
政治基础，是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历届法国政
府向中方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敦促法方切实
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实际行动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法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11月30日下午，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
一步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关
情况。

发布会上通报，近期，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发生本土聚集性疫
情。截至11月29日24时，本次疫
情累计报告感染者42例，波及2省
区3市。其中内蒙古呼伦贝尔市39
例、内蒙古通辽市2例、黑龙江齐齐
哈尔市1例。病毒基因组测序结
果显示，本次疫情与既往本土疫情
均无关联，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
头引发的疫情。目前疫情在呼伦
贝尔的满洲里市已出现小范围的
家庭、居民小区和学校聚集性病
例，当地疫情的社区传播风险较
高，流出的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
进行中。

发布会上，还就奥密克戎变异
株、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等焦点问
题进行回应。

A
关于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

问：为什么要加快推进老年人
的疫苗接种？

答：加快推进老年人的接种，
无论对老年人本人还是对家庭、对
社会意义重大。一方面老年人大
多有基础疾病，从目前全球情况
来看，一旦发生感染，发生重症、
死亡的风险是远远高于年轻人和
儿童的。我国从广东、江苏散发
疫情以来做了一些数据分析，老
年人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后出现重
症的风险明显低于未接种疫苗的
老年人，出现重症的感染者90%以
上是没有接种疫苗的。

另一方面，我国 60 岁以上老
人总数达 2.64 亿人，现在还有大
概 20%左右，也就是说有 5000 万
左右的老人还没有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只有全面提高我国新
冠病毒疫苗老年人的接种率才有
可能为我国疫情防控赢得主动，赢
得时间。

另外，我们通过两年来对新冠
病毒研究发现，老年人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后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是
低于年轻人的，而且所有的人群在
接种新冠疫苗后，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和抗体水平也会出现一定程
度的下降。在此，我们不仅要呼吁
老年朋友们加快疫苗的接种，还要
呼吁老年朋友们适时尽快接种加
强针。

问：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能
不能接种新冠疫苗？

答：第一，老年人接种的时候，
如果有基础性疾病，建议在平稳期
进行接种，有些老年人可能也拿不
准，这个时候建议去咨询接种医生
或者临床医生，评估是否能够接种
疫苗。

第二，因为我们接种要到接
种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提前
要了解接种流程和疫苗相关的
知识，还要提前预约，避免老年
人 在 现 场 过 多 等 待 ，引 起 一 些
其 他 如 疲 劳 、紧 张 的 情 况 。 在
接种过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 们 也 建 议 老 年 人 由 家 属 陪
伴，做好接种工作，也是防止在

接 种 过 程 中 ，出 现 一 些 意 外 摔
倒等情况。

最后，老年人在现场接种之
后，也要和其他人员一样留观 30
分钟。如遇到接种疫苗之后出现
不适症状，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时
候，建议尽快就医，如果怀疑和疫
苗有关系，也要尽快报告。

B
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

问：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性如
何？

答：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前
4 个关切变异株的一些重要氨基
酸突变位点（包括细胞受体亲和
力、病毒复制能力和免疫逃逸能
力增强的位点），并且南非地区
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数激
增以及对德尔塔变异株的部分
取代，提示其潜在传播力明显增
强。但这还需要未来数周对该
毒株的传播范围，疫苗突破病例
比例，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综合研
究数据来研判。

问：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新冠病
毒的变异株？

答：新冠病毒是一个 RNA 病
毒，而 RNA 病毒在病毒复制过程
中普遍具有较高的突变频率。即
使冠状病毒具有一定的纠错功
能，病毒的突变频率也大约有百
万分之三左右，因此，新突变株的
出现对于新冠病毒来说是一个正
常现象。

问：奥密克戎变异株对全球
病毒的传播和流行会有什么样
的影响？

答：截至 11 月 30 日，全球流
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公布的
奥密克戎序列大约有 182 条，每
条基因组含有的突变数量大约为
44 个到 61 个之间，其中在病毒刺
突蛋白上有 30 多个突变。而刺
突蛋白是负责病毒入侵的蛋白，
它跟病毒受体 ACE2 结合，然后
介导病毒入侵细胞。而在奥密克
戎变异株刺突蛋白的 30 多个突
变中，有多个突变位于跟 ACE2
结合的界面上。已有研究表明，
有些位点的突变有可能会增强刺
突蛋白跟 ACE2 的结合，进一步
促进病毒的感染和传播。需要强
调的是，这些只是基于前期发表
的相关科研论文进行一个可能的
科学推测，但究竟奥密克戎上的这
些突变是否会增强刺突蛋白跟
ACE2 的结合，仍需要进一步通过
实验来验证。另外，除了S蛋白外，
奥密克戎在病毒的其他蛋白也存
在一些突变，比如病毒复制相关
的蛋白以及病毒的核衣壳蛋白上
的突变。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核衣
壳蛋白上的两个突变有可能会增
强病毒的复制能力。最后，根据
南非最近报道的流调数据来看，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速率确实
非常快，但奥密克戎是否会超越
德尔塔成为新的主要流行株，基
于目前的数据还难以判断，但值
得高度关注。

问：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目前抗
新冠病毒药物的有效性是否有影响？

答：现有新冠病毒的抗病毒
治疗药物主要包括中和抗体药物

和小分子药物。中和抗体药物主
要是通过阻断刺突蛋白跟其受体
ACE2 的结合或者阻断刺突蛋白
的构象变化来抑制病毒的入侵，
而奥密克戎突变株在病毒刺突蛋
白上存在大量突变。基于已发表
的文献和新冠 S 蛋白和不同中和
抗体的结构，其中的一些突变可
能会对相当一部分中和抗体药物
的治疗效果带来影响，但具体到
某个抗体的影响程度，还需要通
过实验进行验证。现有小分子药
物的主要靶标是病毒复制酶和蛋
白酶，而相关药物结合靶标蛋白
的关键位点在奥密克戎上并没有
发生突变，因而对这些小分子药
物的影响可能不大，但考虑到病
毒复制酶和蛋白酶仍然存在突
变，药物是否受到影响，仍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确认。

问：针对国内外疫情形势，如
何进一步加强外防输入？

答：近期我国暴发多起本土
聚集性疫情，均是境外疫情经口
岸城市输入，暴露出一些口岸城
市疫情防控还存在短板弱项。为
织密扎牢外防输入防线，按照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要
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体策略，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
施。重点是从工作机制、监测预
警、“人”防、“物”防四个方面加强
工作力度。

一是完善口岸城市疫情防控
机制。各口岸城市要统筹协调
市政府对机场地区疫情防控管
理职能，明确市政府相关部门、
机场集团、相关辖区政府、口岸查
验单位、民航及航空运输企业的
职责，在本地联防联控机制框架
下，建立多部门或有关单位参与
的口岸防控专班，并由当地政府
负责同志牵头，统筹各方力量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可以学
习借鉴上海市建立空港管理委
员会的经验。

二 是 健 全 疫 情 监 测 预 警 体
系。要密切跟踪相关国家和地区
疫情走势，整合入境人员、入境物
品、重点场所环境监测数据，加强
分析预警。对来自疫情严重国家
和地区的人员和物品，要及时按规
定采取加密核酸检测、限制入境流
量、航班熔断等措施。根据疫情输
入风险，适当扩大重点区域和人员
核酸筛查范围。

三是严格入境人员和口岸高
风险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入境人
员从口岸入境、身份核实、检验检
疫、核酸检测、转运分流、隔离观察
到居家健康监测等全流程闭环管
理。针对口岸直接接触入境人员、
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货物的高风
险从业人员，严格落实个人防护、
闭环管理、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等
防控要求。

四是加强冷链各环节防控。
进口冷链食品入境量较大的口岸
城市，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设
集中监管仓，对进口冷链食品入库
统一消杀、统一检测。相关企业要
落实主体责任，做好进口冷链食品
入境、仓储、生产、加工、运输、销售
等各环节疫情防控。
综合新华社客户端、国家卫健委网站

092021年12月1日 星期三 责编王萌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天下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新冠病毒变异不断 我国疫情防控如何响应？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多个焦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