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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英国首相约翰逊出院

加强边境口岸地区防控能力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记
者 王鹏 朱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 13 日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我国东北方向以绥芬河口岸为
代表的陆路口岸境外疫情输入形势
严峻，要加强边境口岸地区的市县级
医疗卫生机构防控能力建设，切实发
挥好第一道防线作用。
据了解，根据绥芬河口岸输入疫

情防控需要，国家卫健委已组派工作
组和专家组赶赴当地。派出人员包括
管理和感染、重症、呼吸等医疗专家
以及卫生应急、传染病控制、实验室
检测等公共卫生专家。
王斌介绍，根据边境口岸城市疫
情防控需要，国家也进一步协调医疗
设备、检测试剂、防护物资等，帮助边
境口岸城市提升防控能力。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

司司长刘海涛介绍，国家移民管理局
不断强化工作部署，最大限度减少非
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禁止第三国人
员从边境口岸出入境，严格控制签发
各类边境地区出入境证件，限制旅
游、探亲、访友等非必要的出入境活
动。从严管理出入境口岸和通道。同
时，加强对边境地区群众的法律政策
宣传教育，加强与毗邻国家移民管理
部门的执法合作。

晨曦下的秦岭小城
▲4 月 13 日清晨时分拍摄的洛南县
城（无人机照片）。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位于秦岭深处，

在晨曦的沐浴下，县城与周边的山脉风光
优美。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高速公路超员超速等十类违法行为将从严整治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2 日电（记
者 刘奕湛）记者 12 日从公安部交
管局获悉，针对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风
险骤增的问题，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全
国集中开展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整治
“百日行动”，严查、严管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全力稳定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
据介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
加上高速公路全部车辆免费通行，高
速公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此次“百

日行动”以公路客运、旅游包车、危化
品运输车、货运车辆、面包车五类车
辆为重点，从严整治超员载客、超速
行驶、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违法停车、违法倒车、货车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长途客车凌晨 2 时至 5 时
违规运行、危化品运输车不按规定时
间线路行驶、行人违法上高速等易扰
乱秩序和易肇事肇祸的十类违法行
为。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
驶人朋友，高速公路自驾出行，要提

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熟悉车况
和路况，不要超速、疲劳驾驶。行车过
程中要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
保持精力集中，不要分心驾驶。一旦
发生交通事故，要做到“车靠边、人撤
离、即报警”，严防二次事故。货车驾
驶人朋友长途驾车时更要合理安排
休息时间，严禁疲劳驾驶，不要随意
变道、强行超车、紧急刹车。为了自身
安全，骑乘非机动车或者步行不要图
一时之便上高速，避免发生意外、受
到伤害。

山西：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新华社太原 4 月 13 日电（记者
王飞航）
“我这个大棚西红柿五六天
就摘一茬，一茬能卖七八百斤，一个
棚能收入近两万元。除了大棚西红
柿，我还有辣椒、豆角等 4 个蔬菜大
棚 ，靠 这 几 个 大 棚 ，我 家 顺 利 脱 了
贫。”山西省夏县南大里乡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搬迁户胡丽丽说。
据了解，近几年，南大里乡利用
扶贫资金，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
设后续产业园，为搬迁贫困户建成 67
栋设施大棚。现在，产业园已带动 68
名搬迁群众稳定增收，每栋大棚的收

益在两万元左右。
南大里乡帮助贫困户就地就业
防返贫，是山西省近年来筑牢返贫防
线，巩固脱贫成果的一个缩影。在石
楼县灵泉镇龙山水岸移民安置点，一
个红枣核桃加工扶贫车间近日正式
投入运营，28 名搬迁贫困群众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孩子一直
在家上网课，需要俺照顾。如今家门
口就有了好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有
1000 多元的收入，还可以照顾孩子，
打理家务。”从石楼县龙交乡贾家垣

村搬迁到龙山水岸移民安置点的贫
困户辛利云说。
易地扶贫搬迁，
搬得出是关键，
稳
得住、能致富才是目的。近年来，山西
省在各移民安置点积极引进企业，增
设扶贫车间，
真正让移民群众实现
“搬
得出、
稳得住、
有就业、
能致富”
。
根据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的实施意见》，这个省今后将通过
发展乡村产业、强化就业帮扶、完善
公共服务等一揽子帮扶政策，确保每
个搬迁户至少一人实现就业。

新华社伦敦 4 月 12 日电 英国首相府发
言人 12 日说，首相约翰逊已经出院，仍需继续
康复，目前不会立刻回到首相府开始工作。根
据医疗团队建议，约翰逊随后将前往首相乡村
官邸契克斯别墅继续康复。
本月 5 日晚，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约翰逊
入院，6 日晚因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目前，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代表约翰逊处理有关
事务。

以色列研发出
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法

新华社耶路撒冷 4 月 12 日电（记者 尚
昊 陈文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12 日宣布，该
校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更快速、材料更易得的
新冠病毒检测新方法。
目前，广泛使用的新冠病毒检测法通过提
取被检测者拭子样本中的核糖核酸（RNA）分
子，
来检测是否含有新冠病毒 RNA。
希伯来大学 12 日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使用磁性纳米粒子材料
可以更快从拭子样本中提取核糖核酸分子，检
测速度是原有方法的 4 至 10 倍，且这种材料在
以色列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研究人员已
经应用这种方法进行了数百次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得出的结果与采用原有方法得出的结果
一致。
此外，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 12 日宣布，该
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激光束远程诊断技术，
可以在最远几十米的地方远程检测到被测试
者身体组织运动性变化，识别出例如肺部有湿
啰音、发烧和血氧饱和度降低等症状。研究人
员表示，这种远程诊断方法可以降低医护人员
被感染的风险。
以色列卫生部 12 日晚发布的新冠疫情最
新数据显示，以色列当天新增确诊病例 402
例，累计确诊 11145 例；新增治愈病例 286 例，
累计治愈 1627 例；新增死亡病例 2 例，累计死
亡 103 例。
以色列政府 12 日宣布，对耶路撒冷 17 个
疫情严重的街区进行全面封锁，任何人员进出
均需许可。封锁从 12 日开始，
将持续至 15 日。

俄、美、沙特领导人
就石油减产协议通电话

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12 日电（记者 李奥）
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特国王
萨勒曼 12 日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俄
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石油减产协议通
电话。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表的声明，普
京、特朗普和萨勒曼在通话中对减产协议表示
支持。声明说，该协议旨在稳定全球石油市场
并从整体上确保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三国领
导人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
声明说，普京与特朗普当天还另外进行通
话，就全球石油市场形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
石油减产协议的重大意义，并就战略稳定问题
进行了讨论。
特朗普 12 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
刚与普京和萨勒曼通过电话。欧佩克和非欧佩
克产油国的减产协议已达成。
“ 这是对各方都
有利的协议”
。
据报道，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
国 12 日举行视频会议，就石油减产达成协议。
由于墨西哥未改变其立场，与会方决定今年 5
月至 6 月间将日均原油产量削减 970 万桶。
4 月 9 日，
欧佩克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
国经过 9 小时的视频会议谈判，
初步同意在 5 月
和 6 月日均减产 1000 万桶。由于墨西哥反对为
其分配的减产额度，
当天未能达成最终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