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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万家咸水沽店是距离津南
区咸水沽镇封控区最近的购物中心
之一。该店负责人透露，超市内蔬
菜、生鲜等商品价格和平时相比没
有太大变化，货架上的米面粮油等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品类齐全。

为保障封控区百姓“菜篮子”，
津南区已启动生活必需品保供机
制，与封控区、管控区附近的 38家大
型商超、菜市场、批发市场进行联
动。“全区生活必需品的储备能够达
到 3000吨。”津南区商务局副局长刘
勇说。

不只是封控区内，天津市商务
局副局长李宏表示，为应对突发疫

情，天津立即启动群众生活供给保
障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发动大型批
发市场、超市、菜市场等市场主体提
前组织货源，加强备货。目前，天津
市内农贸批发市场货源充足，肉蛋
菜等供需保持基本平衡，蔬菜库存
量由供应全市 2天水平提高到 3至 4
天，米面油存量由 20 天提高到 30
天。

9日上午，因天津市民短时间超
流量集中采购以及菜市场备货空间
不足等原因，造成蔬菜、鸡蛋、猪肉
等部分商品短时缺货，但各大超市
及菜市场均及时补货，当日下午市
场供应已基本恢复正常。

天津市商务局还加强市场监
测，随时掌握 240余家生活必需品企
业销量、价格和库存情况，协同市场
监管部门，对市场经营主体进行宣
传提醒，对哄抬物价、恶意涨价行
为，予以坚决打击。

除此之外，天津的电力营业厅
“即到即办、即办即走”，推广依托网上
办理的“不见面”服务；泰心等天津多家
医院开通在线问诊，处方药可邮寄到
家；天津公交集团调动车辆，协助做好
医护人员和隔离市民转运……各部
门行动起来，一系列暖心举措“兜
住”民生需求，为全民抗疫保驾护
航。 新华社天津1月12日电

与奥密克戎大规模“遭遇”

聚焦天津疫情 大焦点五
1 月 12 日，药师在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进行中药调剂。

近日，天津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在张伯礼院
士指导下，根据中西医
专家意见，出台了天津
市新冠肺炎隔离医学观
察人员中药预防方案，
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
中的作用，提升隔离医
学观察人员机体免疫能
力。据了解，截至目前，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依据方案已调配
处方 3500 余付，煎煮汤
剂7000余袋。

新华社 发

继陕西、河南后，天津成为又一个疫
情焦点地区，也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遭遇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地区。

截至1月12日14时，天津市本轮疫
情共报告阳性感染者137例，其中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本土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17例，其他44例初筛阳
性感染者待进一步核验。

天津本轮疫情源头在哪里？奥密克
戎传播特点如何？当地防疫措施如
何？……围绕公众关注的问题，“新华视
点”记者连日来展开调查。

焦点一：病毒溯源进展如何？

去年 12月，天津市成为国内首个从入境人员中检出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城市。时隔近一个月后，奥
密克戎在天津再次现身，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能否找
出天津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表示，1月 8
日最初确诊的两个病例，并未发现与境外输入病例有
关，没有近 14 天离津情况，也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病毒全基因组测序进一步印证，两例本土病例属于
同一传播链，但又与境外输入的不同。

当前，天津正在紧锣密鼓开展病毒溯源工作。张颖
说，一方面，不能完全排除病毒直接从境外输入天津的
可能性，除了人之外，还有物体与环境的传播；另一方
面，也有可能是入境病例通过其他地区传入天津，正围
绕线索进一步深挖。

张颖说，奥密克戎病毒在天津至少已传播三代。这
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以往‘老’的病毒株来说，一个代
际关系应该是 5至 7天，三代就是 15至 21天，这说明病
毒在天津隐匿传播有一段时间了。”她表示，在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过程中，发现源头非常不清晰，还没有办法很
快锁定病毒感染的来源。

“这给本轮疫情无论是溯源还是流行病学调查，都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和挑战。”张颖说。专家表
示，甚至很可能在查找源头时，“零号病人”就已经不再
排毒，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核酸检测手段来发现。

尽管源头尚不明，但令人欣慰的是，已发现病例之
间的传染链条比较清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最
初确诊的两位病例，一位是托辅机构工作人员，另一位
为小学生；而第一天新增的 18例当中有 10人为托管班
的学生或其家属，8人为小学生的同班同学，这是两条较
为明显的传播链。

焦点二：奥密克戎传播有何特点？

1月 8日天津发现本土奥密克戎感染者，从次日 7
时开始，天津这座有着约 1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就开
始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动作之所以如此迅速，就是为
了与奥密克戎的传播“赛跑”。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非常快，有可能 2至 3
天、3至 4天就会传播一代。”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
卫生健康委主任顾清表示，全员核酸检测的目的就是
要查明病毒传播的潜在风险。

事实证明了全员核酸检测的必要性。在首轮大规
模筛查中，在原有阳性感染者集中的津南区之外，还有
3个区发现阳性感染者，其中西青区 3例、河西区 3例，
滨海新区 1例。

张伯礼说，奥密克戎变异株有 32个刺突蛋白变异
位点，其多个突变都是新冠病毒传播力、感染性和免疫
逃逸能力等领域研究的重点对象。目前，奥密克戎变
异株在全球的整体风险评估中被评为非常高，且已在
全球广泛传播。

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教授孙亚民说，
从国外信息看，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传染力强、潜伏期
短、症状温和等特点。“奥密克戎取代德尔塔成为全球
主要流行株仅用了 3周左右时间，反映出奥密克戎传染
力非常强。”

焦点三：感染者症状如何？

“奥密克戎变异株确实传染性
很强，但症状并不明显，隐匿性也
强，更容易多点散发或集中暴发。”
张伯礼说。多位专家学者及临床医
生向记者强调，尽管感染奥密克戎
初期症状通常较轻甚至无症状，但
切不可掉以轻心，现阶段对其认识
还在不断深化。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天津
报告的阳性感染者中，无症状感染

者共 17例。张伯礼认为，由于症状
普遍较轻或无症状，患者就医主动
性不足，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

新冠疫苗保护效力近期广受关
注。张伯礼和顾清均认为，疫苗对
于预防重症依然有效。目前研究也
显示，在已接种疫苗的群体中，奥密
克戎引发重症或死亡的风险显得较
低。顾清强调，一方面依然要加强
疫苗接种，提高疫苗覆盖率，另一方

面也要做好自身防护。
本次天津的阳性感染者中，儿

童占了很大比例。多位专家认为，
尚不能证明“儿童是奥密克戎的易
感人群”这一说法，此次疫情已发现
的传播链集中在补习班、学校等，存
在偶然性。张伯礼说，天津非常重
视对确诊儿童的治疗，已投入专家
力量，采取一人一策的治疗方法，争
取让孩子们早日康复。

焦点四：如何防范疫情外溢？

此前河南省安阳市发现当地 2
例本土病例感染病毒为奥密克戎变
异株，后锁定该市本轮疫情的感染
来源为 2021 年 12 月 28 日从天津市
津南区返回安阳市汤阴县的 1名在
校大学生。12日，大连市甘井子区
在对天津返回大连人员进行例行核
酸检测时也发现 2人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这给防范疫情外溢敲响了
警钟。

在出现本轮疫情的第一时间，
天津就以负责的态度加强离津管
理，倡导群众非必要不离津。不过，
由于疫情源头至今并不清楚，防范

难度确实不小。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

任刘道刚介绍，天津在高速公路和
普通公路共部署设置了 279个查验
点，严格查验离津人员 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单位或街镇开具
的离津证明、健康码绿码。铁路客
运站也开始严格查验。巡游车、网
约车、顺风车跨城业务已停止。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天津区
域部分车站的进京列车采取停运、
停售等管控措施，进京省际班线、省
际包车全部暂停，各个渠道做到严
防死守。“希望天津的严控能够确保

病毒被‘消灭’在天津，确保北京冬
奥会顺利召开。”张伯礼说。

顾清介绍，天津已高度关注病
毒是否溢出到外地的情况，离津人
员及密接者、次密接者等人员名单
已第一时间向相关省份推送。

面对狡猾的奥密克戎，张伯礼
强调，严防境外输入，防人也要防
物，特别是口岸城市及冷链货运环
节是重中之重，这是遏制奥密克戎
境内传播的关键。他还提醒，要重
点关注学生群体，当下正值学生放
寒假、大学生返乡，社会接触比较广
泛，被感染的风险较高。

焦点五：市民供给保障是否到位？

新华社西安 1月 12日电
（记者张思洁、蔺娟）记者从 12
日举行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1月 11日，西安市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 8例。这是自 2021
年 12月 18日以来，西安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首次降为个位数。

截至 1月 11日 24时，西安
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

诊病例 2025 例，已累计治愈
540 人，均转入定点医院接受
健康监测、隔离康复。现有
1485 例确诊病例在西安市胸
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航天
院区、西安市长安区医院隔离
治疗，患者总体以轻型和普通
型为主，其中重型 11 例、危重
型 1例。

自 2022年 1月 12日起，西

安市新城区胡家庙街道等 4个
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风险
地区 3个、中风险地区 37个。

截至 1月 12日 12时，西安
市在用隔离点 443 个，隔离人
员 49678 人，工作人员 17193
人，合计 66871人；当日解除隔
离 186人，累计解除隔离 22639
人。

新华社郑州 1月 12日电（记
者刘怀丕）记者从河南省许昌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 1月 11日 24时，许昌禹
州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75例，目前已全部闭环转运至省
定点医院救治。在 275 例确诊病
例中，临床普通型 48 例，轻型 227

例。
据介绍，截至 1月 11日 24时，

禹州市共完成八轮全员核酸检测，
筛查 663.14万人次。1月 13日，禹
州市将启动第九轮全员核酸检
测。1月 11日，禹州市共组织调配
果蔬 345 吨、粮油 16 吨、肉蛋奶
15.27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西安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降为个位数 河南许昌禹州市本轮疫情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75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