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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莆田已累计报告58例确诊

截至9月13日20时，莆田市
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9
例，其中确诊病例58例、无症状感
染者21例。

记者还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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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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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月13日18时，厦门市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例，其中普
通型8人，轻型4人。目前确诊病
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病情
稳定。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9月
12日0-24时福建省报告本土确
诊病例22例（莆田市15例、泉州
市6例、厦门市1例），含2例无症
状感染者转确诊；13例无症状感
染者（均在莆田市）。

自9月10日以来，3天时间，
福建莆田疫情的传播链已出现
76名感染者，莆田、泉州、厦门相
继发现疫情，多个学校、单位、家
庭发现感染，疫情蔓延迅速。

疫情形成两条传播链

相比早期暴发于机场的南
京疫情，福建疫情出现了多个集
中传染的点位，感染者的年龄、
身份特征也有所不同。

据了解，此次疫情已形成了
以铺头小学和协胜鞋厂为中心
的两条传播链。

首先发现的感染点为学校。
记者梳理官方公布的流调数据
发现，最少已有18名小学生感染
新冠病毒。学校成了此次疫情一
个重要传播点，新冠疫情或已经
在福建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一
小学隐匿传播了10天。年龄集中

于9岁和12岁，以9岁居多。
目前，铺头小学密切接触者

及全部师生都已到达指定隔离
点。9月12日，莆田市教育局发布
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各类
教育培训机构9月13日起暂停线
下教学。

福建一高校免疫学专家接
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很多儿童没
有接种疫苗，是最容易感染的人
群之一，加上学校内人员聚集，
很容易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

此外，还有多名病例为莆田
市仙游县枫亭村的协胜鞋厂员
工。

9月13日，泉州方面更新疫
情信息，6例确诊病例中有4例为
协胜鞋厂员工。当天，协胜鞋厂
负责人确认，莆田境外输入病例
妻子系鞋厂员工，该厂已有2个
楼层的车间发现感染者。负责人
称，有11名员工的孩子在铺头小
学就读，这些员工均未确诊。目

前，该鞋厂已停工，数百名员工
作为密接者均已隔离观察。

在学校、鞋厂、家庭之外，还
有一部分感染者无明确的归属
身份，意味着疫情或进一步在社
区扩散。如泉州12日新增病例
中，出现了装修工人和枫亭某公
司职工；莆田11日新增感染者
中，3岁幼童陈某某、60岁老人黄
某某等11人既不属于学校学生，
也非协胜鞋厂员工。

莆田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莆田市正在加紧
推进12岁以上人员的疫苗接种
工作，下一步会继续扩大疫苗接
种人群，“一定会逐渐覆盖12岁
以下人群，但还没有明确的时间
表。”

须谨防外溢传播事件

9月11日晚，国家卫健委派
出工作组赶到莆田连夜建指导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11日，工作
组已经直接到疫情防控的关键
地区和定点医院等核心单位开
始调研和指导，福建省也派出了
专家组，国家、省、市到县的四级
协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赴福建
工作组专家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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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存在外溢风
险。

福建疫情会在多大范围内
扩散？会不会像南京疫情一样跨
省传播，甚至带来多中心传播？

一名疾控专家分析，目前病
例集中的地点，其交通对外程度
不及南京，和南京疫情比起来，
对外省输出的影响较为有限。不
过，要警惕防控各环节是否严
密，谨防出现扬州那样的外溢传
播事件。

综合央视、人民网、中新社等

连日累计报告79例阳性，学校、鞋厂病例交集

国家卫健委：莆田疫情存外溢风险

工信部重拳整治“屏蔽网址链接”
微信淘宝拼多多抖音有望打通，互联网公司互不相联或将成历史

对于互联网公司间屏蔽网址
链接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
指导互联网公司按要求整改，解
决互联网行业互联互通问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
局局长赵志国表示，屏蔽网址
链接是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
专项整治的重点整治问题之
一。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
访问，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
求。无正当理由限制网址链接
的识别、解析、正常访问，影响了
用户体验，也损害了用户权益，扰
乱了市场秩序。

赵志国表示，今年7月工信部
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主要聚焦扰乱
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
数据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
理规定四个方面、八类问题进
行集中整治。在自查整改中，部
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
问题的认识与专项行动要求还

有一定差距。
为此，工信部采取了行政指

导会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帮助企
业认识到，互联互通是互联网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让用
户畅通安全使用互联网也是互联
网行业的努力方向。同时，也要求
企业能够按照整改要求，务实推
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
类型的问题，能够分步骤、分阶段
得到解决。

下一步，工信部将聚焦重点
整治问题，加强行政指导，对整
改不到位的问题继续通过召开
行政指导会等多种方式，督促
企业抓好整改落实；加强监督
检查，通过实地检查、拨测验
证、技术检测等多种方式，确保
问题整改到位；强化依法处置，
对于整改不彻底的企业也将依
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
庆表示，中国平台经济发展很
快，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是在发
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的需要从技术上来解决，有
的需要从管理上来解决，有些问
题需要各方面联动、系统地解决，
还有些问题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来
解决。

对于工信部的整改要求，各
大互联网公司紧急回应。腾讯表
示：我们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
在以安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
段分步骤地实施。

阿里巴巴集团回应：互联是
互联网的初心，开放是数字生态
的基础。阿里巴巴将按照工信部
相关要求，与其他平台一起面向
未来，相向而行。

字节跳动表示：保障合法的
网址链接正常访问，是互联网发
展的基本要求，事关用户权益、市
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呼吁所
有互联网平台行动起来，不找借
口，明确时间表，积极落实，给用
户提供安全、可靠、便利的网络空
间，让用户真正享受到互联互通
的便利。

综合人民网、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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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1日晚，国家卫健委派出工作组赶到莆田连夜指导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工作组专家判断，目前疫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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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倡议
市民就地过节，不提倡聚集和聚
会，尤其是大规模的聚集和聚会。
公众在出行之前，要了解目的地
区的疫情风险等级，非必要不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和涉
疫地区。”近日，内蒙
古赤峰、呼和浩特、鄂
尔多斯、黑龙江齐齐
哈尔等地发布公告或
提示，倡议市民就地
过节，不提倡聚集和
聚会。

9月13日，西安市
疾控中心发出提示，
提醒市民合理安排假
期行程，不要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所在城
市，非必要不离市。

更早前，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疾控中心9
月10日23时发布风险
提示称，近期广大市
民如无特殊情况，请
勿前往莆田市（特别
是仙游县）；临近中秋、
国庆，倡议市民就地
过节。

此次疫情发生
前，国内旅游市场正在
稳步复苏，北京、上海、
广东、山东、四川、内蒙
古、海南等多地恢复跨
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经营业
务。市场预计，暑期以来被压抑了
的出游需求有望在中秋和国庆期
间得到释放，但是现在莆田出现疫
情，旅游出行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9月13日，A股旅游板块全线
大跌。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
获悉，受到福建疫情影响，确实产
生一些退票，但是范围较小。

去哪儿相关人士表示，从平
台上看，因疫情的退票影响范围
仅在厦门和泉州，对全国的出行
影响较小。目前，影响全国出行的
因素主要为台风，目前退票影响
达到上周同期的2倍左右。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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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腾讯和360的“3Q大
战”，到腾讯和阿里巴巴8年
针锋相对，再到字节跳动和
腾讯的“头腾大战”。十年
内，互联网之间战火不断。

“3Q大战”是360与腾讯
之间长达 4年的“互掐”，
2010年9月27日，360发布了
其新开发的“隐私保护器”，
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
用户隐私。随后，QQ立即指
出360浏览器涉嫌借黄色网
站推广。2010年11月3日，腾

讯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
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用
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
录QQ，强迫用户“二选一”。

此后，阿里巴巴和腾讯
在支付、社交、文娱、电商、
金融、产业互联网等多个领
域争锋多年。2013年，阿里先
以保护用户安全为由屏蔽了
微信，当时用户在微信中点
击淘宝链接进入的并不是购
物页面，而是手机淘宝的下
载页。随后，微信也立刻反
击，将导向淘宝网站流量渠
道关闭。再之后，微信上线小
程序，也没有阿里系的身影。

头腾大战离我们更近
一些，2018年3月有用户发
现，字节跳动旗下抖音、火
山视频的链接，分享到朋友
圈后仅为自己可见。随后，
QQ空间也出现了类似情
况。到4月中旬，西瓜视频、
抖音、火山视频分享到微
信、QQ的链接无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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