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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八类人员实施核酸检测
实行京津冀区域健康状态互认

杜老师：
近期常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的词语见诸报端，请您详细解释一下

“守望相助”一词的含义。谢谢！

河北读者 丁再宏

丁再宏读者：

“守望相助”是成语，出自 《孟子·
滕文公上》 里的一句话：“死徙无出

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句话的

意思是：“老死埋葬或搬迁，也不离开

本乡本土，同一井田 （当时的一种土地

制度） 的各家，平日出入，相互友爱，

守卫瞭望防御盗贼，互助帮助，一有疾

病，互相照顾，那么百姓就彼此亲爱和

睦了。”

“守望相助”中的“守”表“防
守”“守卫”，“望”表“瞭望”“观
察”，“守望”指“守卫瞭望”。例如：

（1） 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
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宋·苏轼 《策
断》）

（2） 我在这里守望，你到船上禀报
老爷，再做道理。（昆曲 《十五贯·访
鼠》）

（3） 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
望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

（杨朔《中国人民的心》）
“守望相助”的意思是“共同防

御”。《孟子》 之后，历代“守望相助”
的用例都表达出“共同防御”的含义。

例如：
（4） 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

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
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救，民是以和睦。（《汉书。卷二四。
食货志上》）

（5） 有警则守望相助，戎虏知畏。
（宋·魏了翁《鹤山文集》）

（6） 乡居四散，形势单弱，难以守
望 相 助 。（清·林 昌 彝 《林 昌 彝 诗 文
集》）

（7） 邻家邻舍的，总要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马烽、西戎 《吕梁英雄
传》）

从这些用例可以看出，“守望相助”
是表示居住相邻的人，在守卫和瞭望警
戒中，互相帮助，相互合作，从而在侵
害来袭时，共同防御，都获得安全。

产生于先秦时代的“守望相助”
以及后来的古代用例表明，“守望相
助”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种传统
观念。这一观念强调互助合作，共同
获得安全。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为进一步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总要求，同时做好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北京市

近日发布疫情防控新规定。

在 4 月 19 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高小

俊表示，北京市明确对八类人员实

施核酸检测。

第一类人员是新冠肺炎病例和

密切接触者。对北京市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疑似病例、出院第 2 周和

第 4 周的复诊及随访患者、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

第二类是发热门诊就诊人员。

第三类是急需住院治疗的患者。

“第四类是经北京口岸入境人

员。”高小俊说，经北京口岸入境人

员需全部进行核酸检测，对在京外

第一入境点隔离观察未满14天解除

隔离观察到京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第五类是武汉返京即将解除隔

离观察人员。

第六类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出差

返京人员。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公务出差至国内低风险地区

返京后，需要进行隔离观察并进行

核酸检测。

“第七类是外地来京入住酒店宾

馆人员。”高小俊说，外地来京人员

须持当地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对复工复产中来京从事商务活

动而当地又无法进行检测的人员，

可入住各区指定的酒店宾馆并进行

核酸检测。

第八类是高三、初三外地返京

和入境进京师生员工。“高三、初三

年级外地返京和入境进京师生员工

须全部隔离观察14天，并进行核酸

检测。”高小俊说。

目前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已由

2月初的 17所增至 50所，可适应当

前检测需求。

北京市日前发布的 《关于做好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

通告》 要求，“突出精准防控，推

进‘北京健康宝’一码通行”。随

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区域产业和

人员联系紧密，且津冀地区已连续

多日无本地病例，《通告》 提出，

“津冀地区来京人员、本市往返津

冀地区的人员，来京 （返京） 后可

以通过‘北京健康宝’进行京津冀

行程记录验证，申请‘未见异常’

健康状态”。

“北京健康宝”已经实现与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的功能对接，京津

冀进出京人员通过在“北京健康

宝”上提供行程记录，经国家平台

验证无误并符合北京市防疫政策规

定后，可获得“未见异常”状态。

据介绍，根据 4 月 18 日政策调

整，在津冀地区连续驻留满14天的

来京人员、北京市往返津冀地区的

人员，不再实行14天居家观察。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

目前，中国陆路口岸境外疫情输入的
压力还在增大，已有入境城市出现本土关
联病例。为加强边境口岸地区的疫情防控
能力，切实发挥好第一道防线作用，相关
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防控措施。

严守境外疫情输入关口

在 4 月 20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
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为应对陆路疫
情输入风险，国家移民管理局指导各地依
托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控机
制，从五个方面加强防控力度。

一是相关部门密切跟踪毗邻国家疫情
形势发展，与毗邻国家移民管理部门执法
合作；

二是严格口岸入境人员管理，最大限
度减少跨境人员流动；

三是加强警力布局，对便道、山口、渡
口巡逻管控，严厉打击非法出入境等行为；

四是加强边境地区实有人口管理，做
到境外返回的人员必见面、辖区居留的境
外人员必见面；

五是严格边境地区进入内地交通要道
的管控，加大流动查缉，堵住要道两侧小

的便道，防止绕关避卡。

边境口岸的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是防控

境外疫情输入的第一道防线。国家卫健委

疾控局副局长周宇辉认为，包括中缅、中

越边境在内的陆路边境地区，防控能力还

存在不足。当务之急是根据边境口岸地区

的实际情况，制定、完善有针对性的防控

方案，真正做到“一市一策”。当地先要做

好省内联防联控，统筹调配医疗卫生资
源，加强口岸疫情防控人员和防疫物资的
保障力度；针对边境入境人员较多的地区
以及防控基础薄弱地区，国家会选派疾控
专家和医疗团队来帮助提高诊断和治疗能
力；国家还会根据地方需求，加大检测试
剂、医疗设备以及防护物资等的支持力
度，做好应急准备，坚决做到疫情发现一
起，扑灭一起。

口岸检疫检测能力是有效防控疫情输
入的重要保障。4月1日以来，海关部门对
所有境外入境旅客实施 100%核酸检测。海
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副司长宋悦谦表示，海
关总署正在努力提升重点口岸的公共卫生
核心能力，为重点口岸调配关键检测设备
和防护物资，包括核酸提取仪、荧光定量
PCR 检测仪、血常规检测分析仪、负压隔
离单元等，新增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9个，
检测技术人员也相应增加，疫情防控的软

硬件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核酸检测能力

基本满足现有入境人员的检测需求。海关

总署还从全国抽调技术专家组成 12个指导

组，赴重点口岸指导流行病学调查、样本

采集和检测等，抽调200名技术骨干支援重

点口岸，充实一线检疫力量。各级地方政

府和海关密切合作，派出800多名专业技术

人员，支援 21个直属海关的防控工作，提
升重点口岸卫生检疫能力。

绥 芬 河 口 岸 实 行 “6 个
100%”闭环管控措施

3月底以来，随着俄罗斯飞往中国的航
班大幅减少，不少人选择经绥芬河、满洲

里口岸回国。3 月 26 日，绥芬河市出现了
第一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黑龙江省委赴
绥芬河市疫情防控工作组医疗救治组组长
于凯江表示，入境人员在长途旅行中，长
时间共处一个封闭环境，又经过几次乘
车、倒车，这期间需要进食、饮水，人员
之间密切接触，增加了感染机会。

面对境外输入疫情，黑龙江省对所有入
境人员实行闭环管理、分层救治，举全省之
力打响“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阻击
战。根据最新政策，黑龙江对由省内口岸
入境人员实行第一入境地即是隔离地的措
施，并严格实行“6 个 100%”闭环管控措
施，即对入境交通工具 100%登临检疫、对
入境人员100%实施体温监测、100%验核健
康申明卡、100%实施核酸采样检测、100%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100%实施集中隔离。

目前，绥芬河口岸旅检通道已关闭，

货检正常。俄罗斯远东蔬菜供应依赖绥芬

河，蔬菜出口运输由俄罗斯运输公司来完

成，使得一些俄罗斯货车司机进入绥芬河

市短暂停留，有的甚至要过夜。入境的外

籍驾驶员也成为管控的重点对象。

经绥芬河口岸入境者须测量体温、填

写健康申明卡、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

为阳性的，通过负压转运车转运至定点医

院；检测结果为阴性的，送到集中隔离

点，全程不与外界接触。绥芬河市人民医
院经过紧急改造，具备了300张床位收治能
力，主要收治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确
诊病例由牡丹江市康安医院和牡丹江市红
旗医院收治。

4月5日晚，由34名医务人员组成的牡
丹江红旗医院第一批支援队抵达绥芬河。4

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组15人赶赴绥

芬河市。专家组在短时间内搭建起一个具

备日检测标本 1000份以上的负压帐篷式移

动实验室，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要求，

简称“P3实验室”，大幅提升了当地核酸检

测能力。

满洲里口岸“输货不输疫”

塞外边城满洲里，是欧亚陆路大通道

上的重要枢纽和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支

点。4月初，输入疫情发生后，内蒙古自治

区和呼伦贝尔市指导组赶赴满洲里，要求

构建“从国门到家门”的多层次、全方位

的防控链条。4 月 17 日，国家卫健委从武

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附属同济医院调配的医疗物资，由专

机运抵满洲里西郊机场，这批物资包括体

外肺膜氧合机 （ECMO）、呼吸机等十几种

救治设备。多支驰援的医疗队也已到位。

满洲里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表示，严格实

行闭环管理，做到入境人员和当地老百姓

之间无接触，确保输入病例不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

作为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口岸

往来的大型货车川流不息。繁忙的贸易往

来，如何保证“输货不输疫”？满洲里市政

府负责人表示，满洲里在专家指导下再造

入境货运司机防控流程。所有入境人员将

在海关接受核酸检测，有症状人员由专门

医用车辆接送至定点医院，需要留观的收

治入院，不需要留观的送集中隔离场所。

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后，疑似人员也一律收

治入院，进行全面检查。

此外，黑龙江省还对所有与入境人员

有接触的一线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控，

上下班由专业车辆接送，下班后住在定

点宾馆，确保工作、生活整个流程不与

外界接触。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

满洲里海关所属海拉尔海关关员在额布都格口岸对进境货运车辆进行登临检疫。
张 枨、叶进凯摄 人民图片

2020中国·绍兴第五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公告

金柯桥科技城微信公众号

为大力引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及团队携高科技项
目来绍兴创新创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
展，特举办 2020中国·绍兴第五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大赛。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大赛主题
领秀湾区，智赢未来
二、大赛时间
2020年4月—2020年10月
三、参赛对象
本次大赛面向所有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凡年龄在55

周岁以下，具有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才，拥有
稳定团队、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从事人工智能、新
材料、生命健康、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发展相关领域，产
业前景广阔，且有意向来绍兴创新创业的项目，均可报
名参赛。已在绍兴落地一年以上，或已享受落地政策的
项目不再作为参赛对象。

四、参赛要求
1.参赛项目主要成员之间有稳定合作基础，每个项

目主要成员在同一届比赛内不得重复申报其他项目。
2.参赛项目中所提出的产品或服务，必须是参赛者

拥有或经授权使用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拥有合法知
识产权。

3.参赛者应制作完整且有操作可行性的商业计划
书，内容应包括项目技术、市场前景、经营策略、资金需
求、团队成员介绍及未来规划等。

赛事组委会将对参赛项目在报名资格、报名材料真
实性、知识产权归属、落地形态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审查。

五、赛事流程
1.项目征集及初审（2020 年 4 月至各分站赛前 10

天）：每个赛区遴选出15-18个优质项目参加路演。
2.分站赛(2020 年 5 月—9 月）：在杭州（现场，5 月）、

绍兴（海外视频专场，5 月）、西安（现场，6 月）、武汉（现
场，8—9月）、意大利/英国（现场/视频，8—9月）举行5场
分站赛，共遴选出不少于40个项目晋级半决赛。

3.视频半决赛（2020 年 9 月）：邀请入围半决赛项目
主要负责人进行视频路演，产生晋级总决赛的 12强和 6
个优胜奖名单。

4.总决赛（2020年10月）：邀请12强项目主要负责人
到绍兴参加总决赛，决出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名、三等奖 6名），并举行大赛获奖项目的颁
奖仪式。

赛事组委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分站赛、半
决赛及总决赛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比赛形式作出适当调整。

六、报名方式
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登陆“海创谷”网站（www.hai-

chuanggu.com）、绍兴海内外英才网（www.shaoxing330.
com）、柯桥区鉴湖英才网（http://www.kqtalent.com/）和
中国轻纺人才网（www.ctcrc.com.cn），或关注“金柯桥科
技城”微信公众号进入“赛事报名”报名并下载有关资
料。参赛资料发送至邮箱sxkq@zjscwl.com。

七、奖励扶持
1.大赛奖金：分别给予总决赛一、二、三等奖及优胜

奖获得者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金（人民币，
下同）。

2.交通补贴：分别给予现场参加分站赛的项目 2000
元（海外、省外）、1000元（省内）的交通补贴；决赛的项目
8000元（海外）、3000元（省外）、1000元（省内）的交通补贴。

3.项目资金资助：
获奖项目优先在浙江绍兴人才创业园落地转化，也

可到市内其他区、县（市）和市直开发区落户。一、二、三
等奖项目落地后，经绍兴市委人才办审核认定为绍兴

“海内外英才计划”A类、B类、C类项目，可分别获得500
万元、300万元、200万元的项目资金资助。

优胜奖项目落地后，在绍兴市柯桥区落户的，经审
核认定为“柯桥英才”，可获得100万元的项目资金资助；
在其他地区落户的，经落户地人才办审核通过，认定其
符合当地人才计划，可享受相应的项目资金资助。

大赛获奖项目，符合一定条件的（已获得基金公司
投资、被上市公司并购或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的或2019年
世界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项
目），落户可由落户地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加大项目
政策扶持力度。

4.其他配套政策支持：
一、二、三等奖项目落地后，经绍兴市委人才办审核

认定为绍兴“海内外英才计划”A类、B类、C类项目，可享
受纳税销售奖励最高500万元，研发费用、设备投入和新
增产业化空间费用补贴最高500万元和投融资奖励最高
500 万元，以及贷款贴息、场地补助、购房补助等一系列
配套政策支持。

优胜奖项目落户后，其他配套政策可参照“柯桥英
才计划”政策。

八、注意事项
1.本次大赛不对参赛选手收取任何费用。
2.参赛选手不得违反大赛规定，所提交的创业项目

相关材料不得存在抄袭、盗用等不法现象，一经发现，即
取消申报及资助资格，追回已资助资金。涉及参赛项目
知识产权纠纷的，由参赛选手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3.大赛报名项目材料将面向各大企事业单位、各类
园区、科研机构公开发放，寻求交流对接。大赛分站赛、
视频半决赛及总决赛过程将对社会公开。

4.参赛选手完全本着自愿原则参加本次比赛，如对
大赛有异议，可及时联系沟通，或选择退出比赛，但无权
要求更改比赛规程或赔偿因参赛所发生的任何费用。

5.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大赛正常进行的，主办方有
权对赛程作相应调整或终止比赛。

6.大赛组委会保留进一步补充本次比赛规程的意见
和最终解释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
刘彦洋，+86-575-89966891
赵春雨，+86-1368584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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