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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仍在传播
世卫组织：还没到宣布新冠大流行紧急
阶段结束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仍在全球
广泛传播，目前还没到宣布新冠大流行紧急阶段结束
的时候。

世卫组织估计，由于有过感染或接种疫苗，目前世
界上至少90%的人口对新冠病毒有一定程度的免疫
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日在记者会上说：“我们
现在距离能够宣布新冠大流行紧急阶段结束的那一刻
更近了，但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病毒监测、检测、测
序及疫苗接种方面仍存在差距。”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
尔克霍夫说，仅上周各国就向世卫组织报告了超过
250万例新增病例。60岁以上人群、基础病患者、免
疫力低下人群、一线医卫人员等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
率仍未实现百分之百的目标，这需要各国政府关注。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表
示，奥密克戎毒株传播性很强，各国都必须依据其风险
评估及其掌握的防疫工具来应对疫情。 新华

背离选举承诺
拜登政府考虑重启特朗普时期移民限制政策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的一
些计划可能加大在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难度，这些计
划与前总统特朗普推动的政策有相似之处。

报道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两名官员和一名知情
人士说，拜登政府正在讨论一项将快速审批的规定，即
单身成年移民如果不首先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美国
将拒绝向其提供庇护。

自2021年1月拜登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在行动和
政治上都在艰难应对通过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移民人数
创纪录的局面。在截至9月30日的2022财年里，美
国边境管理当局在美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220万人
次，其中许多人是多次非法越境。

拜登政府还讨论了特朗普时代的其他威慑手段，
包括加快对边防巡逻队拘押的移民进行庇护筛查。

报道称，拜登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击败特朗普时
曾承诺，将取消特朗普强硬的移民政策，并“重申了美
国对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承诺”。拟议的政策如果获
得通过，将大大背离这些承诺。 新华

日元快速贬值
日本企业破产案例数量激增

日本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今年8月以
来，日元贬值造成日本企业破产的案例数量激增，主要
集中在食品和纤维行业。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报告显
示，2022年1月至10月，因日元贬值而破产的日企达
21家，其中8月至10月就有19家。帝国数据库预计，
2022年因日元贬值而破产的日企数量很可能会超过
2019年的22家，成为近五年最多。

报告称，包括燃气费、电费在内的所有商品价格都
在飙升，挤压了中小企业盈利空间，预计日元贬值导致
的企业破产数量近期很可能继续增加。

帝国数据库7月对约1.1万家日本企业进行问卷调
查，逾六成受访企业表示受到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快速
下跌的冲击。

今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持续激进加息，推
动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持续走高，日元也不断贬值。
10月下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
150比1，刷新1990年8月以来最低点。 新华

疏散周边民众
印尼火山喷发警戒级别“置顶”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塞梅鲁火山4日喷发，印
尼政府随即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至最高级。

印尼国家抗灾署在一份声明里说，塞梅鲁火山4日凌
晨2时46分开始喷发。一些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
示，火山喷射出的火山灰直冲云霄，笼罩周边多个村庄。

印尼政府部门4日宣布，把塞梅鲁火山的警戒级
别从第3级上调至该国四级火山警戒级别的最高一级
第4级。当地媒体以多名地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火
山周边地区已着手疏散民众。

塞梅鲁火山海拔3676米，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
知名登山景区，也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已多
次喷发。塞梅鲁火山去年12月4日也开始一次剧烈
喷发，持续多日，造成数十人死亡。 新华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新
华社国家高端智库5日联合发
布中英文智库报告《为了人民
幸福生活——当代中国人权观
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围绕中国当代人权观，智
库报告分为三个部分深度解读
中国人权道路的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阐释
中国保障和发展人权实践对推
进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
业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意
义。

从完成脱贫目标、实现全
面小康到中国人民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聚焦当
代中国人权观的“实践基础”，
报告指出，中国对人权的保障
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
到一件件具体的民生实事上。

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是人
权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捍
卫者，持续制定实施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和其他专项计划或规
划，以保障促发展，以发展促
人权，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逐级
进阶，并开启共同富裕的高阶
目标，正致力于让世界近五分
之一的人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
生活。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
人权”，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高
度凝练。报告从理论维度进行
系统总结，提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核心
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当
代中国人权观的民主要义，坚
持以民生为人权发展基础是当

代中国人权观的民生追求。
同时，报告提炼出当代中

国人权观的认识论、实践论、辩
证法，即坚持人权是历史的、具
体的、现实的，坚持以发展促人
权，坚持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
有机统一；将促进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
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目标定
位、法治路径和评价标准。

报告认为，中国在尊重和
保障人权方面的新理念新举措

新实践，不但为世界人权事业
和人类文明画卷增添了新的色
彩，也为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报告将中国的人权保障经
验概括为坚强领导、立足实
际、发展驱动、法治保障、互
鉴包容五个方面，主张加强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解决全球人
权“治理赤字”，推动形成更
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
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

《为了人民幸福生活——
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智库报告发布

冬季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
发，疫情下孕产妇、儿童等特殊
人群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有
孩子的家庭是否需要多储备一
些药品？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组织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院长乔杰、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
任王荃作出专业解答。

1.问：孕产妇与普通人群

相比是否更易感染新冠病毒？

该如何做好防护？

乔杰：从总体人群表现看，
孕产妇奥密克戎感染率和普通
人群接近，出现症状的表现类
型也和普通人群接近，如咽干、
咳嗽、流鼻涕、浑身酸痛、发烧
等。总体而言，与普通人群相
比，感染没有给孕产妇的健康
带来更多影响。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
础病的孕产妇要加强自我保
护。有妊娠计划的女性最好在
孕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增强
自身免疫力。尽量调整好身体
状态再怀孕。

孕产妇需注意防护，做到
以下关键点：出门、在公共场所
戴口罩，到医院就诊时戴N95
口罩，少去人员聚集场所；居家
或在办公室时经常通风，保持
空气流通；外出回来勤洗手。

2.问：如遇封闭隔离，孕产

妇无法按时就诊，该如何处理？

乔杰：孕产妇如遇封闭隔
离无法按时就诊，不要着急、焦
虑，要和自己的助产机构及时
联系。就诊属常规体检的，可
以更改时间；如属紧急就诊，可
与社区及时沟通，通过特殊通
道就诊。

3.问：正值呼吸道疾病高

发季节，孩子发烧、咳嗽，是否

需要去医院？

王荃：秋冬季是儿童呼吸
道疾病高发季节，发烧和咳嗽
是儿童呼吸道疾病常见症状。
导致发烧、咳嗽症状的病原体
非常多，以流感病毒等病毒为
主，也包括某些细菌、肺炎支原
体。

孩子生病后如果精神状态

稳定，家长做对症处理、观察病
情即可。如果连续发热超过三
天、持续高热、频繁咳嗽或呕
吐，甚至出现包块、频繁腹泻、
脓血便、尿量减少、呼吸增快、
呼吸困难、意识障碍等情况，家
长应带孩子及时就医。

在医院期间，家长应做好
自身和孩子的健康防护，戴好
口罩，做好手卫生。回家后立
即脱掉外套、鞋帽并认真洗手。

4.问：有孩子的家庭眼下

是否应该多备一些药品？

王荃：家里备一些适合儿
童服用的退烧药等即可，不建
议家里过多存药。给孩子服药
时应谨遵医嘱并认真阅读药品
说明书。为了确保安全，家长
不要只凭经验给药。

孩子居家时，要保持规律
作息、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均
衡营养、加强锻炼，多吃水果和
蔬菜。北方冬季天气较干燥，
家长要给孩子多喝水，加强亲
子沟通，保持心情愉悦。

新华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洪广镇
欣荣村是一个生态移民搬迁安
置村。近年来，欣荣村在福建
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发展食用菌
产业，通过“村集体+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带动移民群众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目前，
欣荣村的食用菌种植面积近
500亩，形成了食用菌菌种繁
育、菌棒生产、种植和销售全产

业链，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
上。图为村民在宁夏银川市贺
兰县洪广镇欣荣村食用菌产业
园温棚内采摘香菇。

新华

保障畜禽安全过冬
农业农村部发布畜牧业应对寒潮暴雪天气技
术指导意见

为应对寒潮天气，保障畜禽安全过冬，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
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组织畜牧生产专家编制了《畜牧业应
对寒潮暴雪天气技术指导意见》，提出5方面措施指导生产。

这是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近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我国自北向南经历了一轮大范围

寒潮降温过程，目前寒冷天气仍在持续。此次发布的技术指
导意见提出以下5方面措施：

——加固和修缮畜禽棚舍。
——做好保暖防冻。及时添置防寒保暖设施设备，牛羊

舍和开放式的猪禽舍要挂好草帘或盖上塑料薄膜等，以提高
舍内温度。可在白天气温较高时段进行畜禽舍通风换气。

——强化饲养管理。在保障饲料营养全面的前提下，应
在畜禽日粮中适量添加能量饲料（如玉米、油脂等），提高畜禽
自身御寒能力。注意饮水卫生。

——加强饲草料储备和畜禽销售。做好饲料、取暖燃料、
疫苗、消毒药品等应急物资储备。牧区要全面摸底排查，对于
存在饲草料储备缺口的，要积极联系周边地区，协调调运等事
宜。组织做好产销衔接，畅通运输和销售渠道。

——抓好动物防疫工作。严格执行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
制度，及时进行养殖场所、周围环境等消毒灭源。密切关注疫
情动态，加强疫情巡查。 新华

国家卫健委12月5日通报

新增4247+25477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5日通报，12月4日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1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1例（广东
17例，北京10例，福建9例，甘肃8例，上海5例，浙江4例，重
庆4例，辽宁3例，四川3例，江苏2例，湖北2例，天津1例，内
蒙古1例，云南1例，陕西1例），含1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广东6例，浙江4例，福建1例，云南1例）；本土病
例4247例（广东1686例，北京1021例，重庆247例，四川182
例，浙江180例，河南120例，黑龙江117例，福建94例，云南
88例，湖南83例，内蒙古65例，海南59例，山西58例，辽宁
55例，上海41例，陕西34例，江苏29例，山东23例，安徽14
例，新疆12例，湖北11例，吉林9例，贵州9例，广西5例，江
西2例，天津1例，河北1例，宁夏1例），含553例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318例，浙江83例，重庆48例，黑龙
江21例，湖南15例，北京14例，福建11例，河南10例，四川
10例，山西8例，广西5例，云南5例，陕西2例，山东1例，贵
州1例，宁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25696例，其中境外输入219例，本土25477例
（广东4816例，重庆4575例，北京2731例，山西1361例，黑
龙江1167例，陕西1009例，四川879例，云南708例，新疆
625例，山东623例，江苏546例，上海524例，天津496例，青
海481例，湖南452例，浙江408例，湖北387例，内蒙古380
例，广西378例，吉林353例，辽宁335例，宁夏328例，安徽
317例，福建312例，甘肃232例，贵州229例，河南222例，河
北195例，海南172例，江西170例，兵团39例，西藏27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1878例，其中境外
输入202例，本土31676例（重庆10542例，广东9583例，
北京2455例，新疆972例，山西867例，四川844例，河
南630例，山东550例，甘肃511例，河北501例，江苏
480例，吉林479例，内蒙古413例，天津408例，青海
367例，陕西292例，宁夏265例，湖北249例，辽宁240
例，黑龙江235例，安徽206例，云南113例，贵州106例，上
海91例，湖南77例，江西68例，广西52例，福建37例，浙江
28例，西藏10例，兵团4例，海南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565例（境外输入12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384295例（境外输入1783例）。 新华

食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孕产妇、儿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