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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干杰在菏泽调研时强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狠抓质量安全工作，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A02 要闻 2022年5月8日 星期日

近期，多个国
家报告发生不明
原因的儿童急性
肝炎病例，引发广
泛关注。国家卫生
健康委高度重视，
及时组织专家进
行分析研判。记者
7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获悉，目前我
国尚未发现相关
病例。

国家卫生健
康委对不明原因
儿童急性肝炎有
关问题进行了专
门解答：

1.我国是否有
不明原因儿童急
性肝炎病例出现？

答：目前，我
国尚未发现相关
病例，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和
医疗机构正在密
切关注和持续监
测相关情况。

2 .不明原因
儿童急性肝炎有
哪些表现？如何及时发现？

答：这种急性肝炎患儿的共
性特征是：①年龄1月—16岁，大
多在10岁以下；②出现黄疸、恶
心、腹痛、乏力、嗜睡和胃肠道症
状（包括腹泻和呕吐），大多数患
儿无发热；③实验室肝生化检查
转氨酶（AST或ALT）明显升高。

若孩子出现上述症状，家长
应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就诊，建
议查肝生化指标，并做血、尿液、
粪便和呼吸道样本等相关病原学
检测，以进一步确定孩子是否有
急性肝炎及可能的病因。

3 .儿童急性肝炎如何预防？
答：引起儿童急性肝炎的病

因有多种，主要感染途径是通过
消化道和血液。此次国外报告的
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患者部分
呈腺病毒检测阳性。当前，主要预
防措施是避免儿童前往人多拥
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切断
飞沫接触和粪口传播途径，保证
儿童充足睡眠和营养，定期清洗
儿童外出衣物和常接触物品，勤
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如
儿童出现黄疸、消化道症状等肝
炎病症须及时就医。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群众健康防护
意识的提升，对于不明原因儿童急
性肝炎的预防有相当的益处。

4 .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是
否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有关？

答：世界卫生组织近期调查
结果显示，由于绝大部分不明原
因急性肝炎患儿未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目前不支持和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相关的假设。 据新华社

大众日报记者 刘兵 李子路

5月7日，省委书记李干杰在
菏泽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狠抓质量
安全工作，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鄄城县旧城镇六合社区位于
黄河滩区内，是就近淤筑村台建设
的滩区搬迁社区。新村台上，体现
鲁西南传统建筑风格的民居鳞次
栉比，公共服务设施坐落社区中

央。李干杰走进社区地毯加工车
间、供电服务站、综治中心、卫生室
等，详细了解疫情防控和居民生产
生活、社区便民服务等情况。房屋
质量怎么样？有关部门是否做了鉴
定？出了问题谁来解决？护坡加固
进展如何？李干杰与村民和基层干
部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他说，村台和房屋质量安全关系群
众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必须下气
力抓好质量安全工作，把好事办
好。地方和有关部门要做好跟踪检
查，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让

老百姓住得更安心。要抓好滩区迁
建后续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确保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李干杰十分关心自建房质量
安全。他来到鄄城县郑营镇冯庄
新村，这里是当地知名的发制品
加工基地，部分村民自建房屋用
来从事人发加工销售、商超等生
产经营活动。李干杰认真察看房
屋质量，了解房屋规划、施工、建
设情况。他说，安全生产责任重于
泰山，任何时候都容不得半点马

虎。近日发生的湖南长沙居民自
建房倒塌事故给我们敲响警钟，
我们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深入开展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压实各方责任，严查违
法违规行为，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在鄄城县阎什镇舜耕历山社
区、牡丹区安兴镇任庄村，近年来
开展的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使这里
旧貌换新颜，硬化道路纵横交错，
房前屋后叶茂花香，基础设施一应
俱全。李干杰认真听取当地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村民家

中察看房屋质量和设施环境，与村
民拉家常，了解家庭状况和生产生
活情况。牡丹区朱官庄安置区项目
回迁安置311户村民，目前规划建
设的19栋楼已完成主体工程量
95%以上。李干杰详细了解项目进
展、施工建设、材料运输和施工人
员核酸检测情况，叮嘱项目负责人
要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加
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做好配套设
施建设，更好方便群众生活。

菏泽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陪同调研。

记者 于悦 夏侯凤超

5月7日下午，济南市委市
政府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疫
情期间，济南加强临时救助，对
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
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
难的，经本人申请，由务工地或
经常居住地镇（街道）发放一次
性临时救助金。

据介绍，5月6日0时至24时，
济南市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3例，均为集中隔离点检测
发现。5月6日0时至24时，全市封
控区解除78个、降级15个，解除
管控区94个、防范区35个、临时
管控区15个。持续推动建设工地

复工复产，截至5月5日24时，全
市建设工地开工率达71.9%。

此外，记者从会上获悉，为
了保障疫情期间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不受影响，自疫情发生以
来，济南市民政局推出一系列
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救助制
度，提高保障标准，强化临时救
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困难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兜牢
基本民生底线。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修订《济南市最低生活保障管
理办法》，针对疫情等重大突发
事件做出多处调整完善：进一
步拓展保障范围，拓宽申请渠
道，减少申请环节，压缩审核时
限，完善收入认定办法，继续实

施低保渐退期制度等，实现了
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今年以
来，全市新纳入城市低保210
人，农村低保1797人，发放低保
金497 . 74万元。

提高困难群众保障标准。
制定下发《关于提高困难群众
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自2022
年1月1日起，将城乡低保对
象、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孤困
儿童、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
疾人保障标准分别提高10%
以上，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到995元/月·人、770元/月·人，
更好保障全市25 . 23万困难群
众，3月底前已全部落实到位。

加强疫情期间临时救助。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

间社会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
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临时救助问题指引》，对受疫情
影响、暂时找不到工作又得不
到家庭支持的生活困难外来务
工人员，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申
请限制，由急难发生地镇（街
道）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对受疫
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
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的，
经本人申请，由务工地或经常
居住地镇（街道）发放一次性临
时救助金。截至目前，累计发放
救助金378.48万元，救助1992人
次。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共发放
临时救助金7 .72万元，救助76人
次；发放防疫及生活用品价值
16.91万元，救助3063人次。

济南加强疫情期间临时救助，提高困难群众保障标准

无法返岗连续仨月无收入，可申请临时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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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间换时间，社区防控是第一道防线
专家提醒当前社区防控四个关键点

接种疫苗是强化疫情防控
的有效手段。目前，接种两针疫苗
算全程接种，那么如何看待加强
针疫苗？加强针的保护效力如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苗
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称，
疫情暴发之初，世界卫生组织为
了快速控制疫情，最初对疫苗的
研发策略主张是第一尽可能快，
第二尽可能打一针，第三尽可能
免疫程序时间能短一些。当时推
出的疫苗有一剂的，比如腺病毒
载体疫苗；有两剂的，比如灭活
疫苗；也有三剂的，比如重组蛋
白疫苗。但是，经过两年多的疫
情防控，现在可以很明确地说，
最佳的免疫程序应该是三剂接
种。三剂接种我们称为加强针，
它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香
港的研究报告也证明，无论是灭
活疫苗三针，还是mRNA三针，
接种后预防重症的效果都达到
98%。所以现在看，三剂接种应该
是最佳的免疫程序。

前不久，我国一支联合研究
团队开展了一项基于首发于天
津的430例奥密克戎阳性感染者
临床数据的回顾性研究，科学验
证了接种三剂灭活疫苗可显著
降低奥密克戎感染者疾病严重
程度，有效缩短病程，并通过真
病毒中和实验证明了灭活疫苗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持续有
效性。 据央视网

葛相关新闻

三剂接种新冠疫苗

是最佳免疫程序

01 进一步明确社区防控的战略目标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做细做小做实，切实落地。
○保证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居民正常生活。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防控工作，要做好
相关的沟通和政策。

02 进一步夯实社区防控组织体系和防控网络

○落实四方责任。在一个社区中，政府、社会、
单位和个人这四方责任要有效落实。
○充分发挥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
员会、志愿者组织等作用。
○组织机关干部切实下沉社区，实行分片包干。
○发挥好社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村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人员的作用。

03 进一步提升社区防控能力

○做好预案，要应对不同流行态势下、不同防控
状态下的应急预案。
○开展相关督导和考核，广泛开展创建“无疫小
区”的工作。
○压实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责任，提前布局防
控措施。
○对重点人群、重点单位给予更多关注，特别对
老年人、人群密集的场所和机构要更加注重。

04 关心关爱社区一线工作人员

○做好社区管控，主力军还是社
区一线的工作人员，要对他们采
取更多务实、贴心、暖心的举措，
做好工作和生活保障，解决好他
们的后顾之忧。

近期国家卫健委表示，目前
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第四阶
段，即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
准、动态清零”。在防控措施上，
明确主攻方向，分清防控措施的
优先次序，以“空间换时间”，把
社区防控摆在重要位置。为什么
要高度重视社区防控？面对当前
的疫情形势，社区防控又应在哪
些关键环节发力？

在5月6日举行的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
示，我们国家整个疫情防控的总
方针是“动态清零”，和其他一些
国家不同的是，社区是防控的前
沿阵地，是第一道防线，而有些
国家的第一道防线在医疗卫生
机构。

对于社区防控的重要性，梁
万年直言社区是前沿，是各项防
控措施落实的最基本单元。“可以
说，如果社区防控做得不好，疫情
就不可能控制住。就如同水龙头
关不住的话，就会有源源不断的
水流出，所以社区防控是非常重
要的。”

梁万年表示，两年多的防控
实践已经证明，做好社区防控，就
可以有效地阻断疫情的传播，尽
快实现“动态清零”。那么，针对当
前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第四
阶段，社区防控又应该有哪些针
对性的安排？梁万年提示了4个方
面（详见右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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