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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陈
聪） 针对关于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会不
会卷土重来的疑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9日回应说，经过半
年多的实践，我们有信心能够控制住新冠
肺炎疫情，我国的新冠疫情不会再出现像

年初武汉那样的严重情景。
吴尊友在当天举行的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说，他的上述判断是基于两个
事实：一是当武汉年初发生新
冠疫情的时候，有很多在武汉

工作的人返回家乡，其中有新冠
肺炎病例输入到30个省份，由于
防控措施到位，除湖北以外没有
一个省份总病例数突破2000，30
个省份中，也只有 4 个省份病例
数突破1000。

吴尊友说，第二个事实是，我
国近几个月出现的聚集性疫情，
由于发现及时、措施得力，很快得
到了控制。他说，上述事实都说
明我国有能力及时控制住疫情。

吴尊友也指出，只要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还有新冠疫情，对我
们国家的疫情防控都是威胁，疫情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只是疫情的规
模大小不同而已，这取决于我们能
不能及早发现疫情，以及我们的防
控措施能不能全面彻底实施到位。

秋冬季新冠疫情会不会重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最近一
段时期，国内部分地方从个别进口冷冻
食品尤其是冷冻生鲜产品外包装等检出
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引发社会关注。

从已经公开的情况看，“中招”的进
口食品大多来自南美洲，且以海鲜为
主。不少业内人士注意到，这些海鲜肉
类漂洋过海，都涉及一种广泛应用的食
品保鲜技术——冷链。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相对低温
的冷链运输中，新冠病毒可以保持更久
的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没有证据证实
冷链可以“生产”病毒。进口食品外包装

上的新冠病毒究竟从何而来，
仍需科学研究鉴定。

正是注意到与冷链运输潜
在相关的新冠病毒输入风险，
我国相关部门和地方已经采取
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海关总署已明确，将进一
步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的源头
管控，严格口岸检验检疫，保障
进出口食品安全。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浙江 6 月上线全省
冷链食品追溯系统，利用“冷链
食品溯源码”实现从供应链首

站到消费环节最小包装的闭环追
溯管理。消费者通过扫码，可以
知道购买或食用的进口和省外冷
链食品的产品信息。

各大电商同样有所行动。京
东零售集团 7FRESH 生鲜业务
部总经理唐诣深告诉记者，京东
生鲜为平台上销售的每件冷链商
品配了一张“身份证”，做到流通
环节全流程可追溯，构建进口食
品安全闭环。

此外，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
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
霍弗近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说，中国对“数以十万计”的进口
食品包装袋实施相关检测，结果
发现“非常非常少、低于10个”的
阳性结果。

换句话说，“中招”的进口冷
冻食品占我国进口食品总量的比
例相当低，并且及时被“锁定控
制”。

人们也很关心，冷冻食品“中
招”，会不会食客“遭殃”？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
告诉新华社记者，从进口冷冻食
品外包装袋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

阳性，只能表示食品外包装曾经被
病毒污染过，不能指向病毒是否仍
具活性。“简单说就是，它不能确定
病毒是‘死的’还是‘活的’。”

世卫组织专家也在不同场合表
示，目前没有新冠病毒经食物传播的
证据，全球确诊报告病例中，也都没
有因进食食品而出现病例的报道。

陈君石和范凯尔克霍弗等中外
专家都表示，即便新冠病毒确实存
在于食品中，只要处置得当、高温烹
调，它跟别的病毒一样可以被很快
杀死。

“对于极少数进口冷冻食品外
包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大家也
不必过度担心，更没有必要因噎废
食。”陈君石说，“但需要提示的是，
良好卫生习惯一定要保持。”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进口冷冻食品还能吃吗？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区人
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区人
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其中不动产于2020年9月22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动产于2020年9月14日10时
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天目湖旅游度假区中欧论坛1号地块10

幢（含室内可移动家具、家电、设备。房屋建筑面
积214.79㎡）

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苏DKC588宝马730汽车一辆
（2）拆分拍卖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4931200股股权（共25份，其中24份每份
为205000股，1份为11200股，拍卖开始日期从
9月22日起至9月27日）

（3）常州市武进银丰特种有色合金有限公司
内的一批旧设备及旧办公家具（详情参见淘宝
页面）

（4）苏DC896W奥迪A7汽车一辆
3、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0年9月23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天宁区光华路88号丙单元7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48.91㎡）

（2）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2801638
股（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市新北区富都花苑（南）4幢甲单元5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69.57㎡）

（4）常州市新北区时代上院29幢101室、1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254.67㎡）

（5）常州市新北区吟枫苑9幢乙单元28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35.49㎡）

（6）常州市新北区香槟置业广场5-109不动
产（建筑面积：86.26㎡）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0年9月2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金坛区儒林新城A-4-404室不动
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04.05㎡）

（2）常州市金坛区华城二村129幢404室不
动产（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120.25㎡）

（3）常州市金坛区仓房3-201室不动产（含不
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76.1㎡）

（4）常州市金坛区华苑二村B4-403室不动

产（含家电等可移动物品）（建筑面积：94.17㎡）
（5）常州市金坛区虹桥新村86幢301室不动

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89.92㎡）
（6）常州市金坛区新城东苑（三区）14幢803

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29.24㎡）
（7）常州市天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金坛

区朱林镇朱林工业集中区的房屋、土地、附属设施
等【房屋建筑总面积：43618.38㎡（其中有证房面
积合计：28794㎡，无证房面积合计：14824.38㎡）、
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53335㎡】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
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sf.taobao.
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
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联系电话：0519-83980990；监督电话：
0519-85579358。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常州市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惠山路施工期间采取

道路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为保障市政工程建设顺利进行，惠山路将进行封闭施工。为保

障道路安全与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在施工期间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20年8月24日至2022年1月30日，惠山路（龙锦路至太
湖东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车辆、行人进
入，因工程施工、执勤执法所需车辆、行人除外。过往车辆、行人可以
从龙锦路、惠民路、惠国路、太湖东路等道路绕行。

二、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标线提示，减速慢行，并服从
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陈聪） 记者 19 日从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办公室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八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说，
在诊疗方案的修订和完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总结临床经
验，一方面不断优化诊疗措施，使诊疗方案能够更科学、更
精准、更完善、更全面，更好地为提高新冠肺炎的救治水平
提供指南和规范的框架。

具体来讲，在流行病学特点方面，第八版诊疗方案明确
“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
在潜伏期即有传染性，发病后 5 天内传染性较强”，对传染
源和传播途径的表述进一步完善，同时增加了“接触病毒污
染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的表述。

在治疗方面，第八版诊疗方案提出“不推荐单独使用洛
匹那韦／利托那韦和利巴韦林，不推荐使用羟氯喹或联合
使用阿奇霉素”，同时在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方面增加
了“气道管理”“抗凝治疗”方面的具体内容。

我国第八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发布：

潜伏期即有传染性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申铖） 财政部 19 日
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达
4.3％，比6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实现正增长。

专家表示，财政收入增速继续回升，反映了复工复产逐
月好转、经济稳步恢复的积极成效。数据显示，7 月份，国
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
置税分别同比增长16.2％、5.2％、18.8％、15.9％。

从前 7 个月累计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114725亿元，同比下降8.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同比下降 11.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
6.2％。全国税收收入 98509 亿元，同比下降 8.8％；非税收
入16216亿元，同比下降7.7％。

此外，数据显示，前 7 个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 39173 亿元，同比增长 1.2％；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52985亿元，同比增长19.2％。

7月份——

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回升

新华社成都 8 月 19 日电（记者肖
林 余里） 8 月 19 日上午，记者在四川
乐山大佛景区看到，江水已从乐山大佛
的脚趾退去，退至佛脚平台两米以下，预
计景区将于本周内部分恢复开放。

前一日由于江水暴涨，大佛脚趾自
1949 年以来首次被淹。目前景区管理
部门正抓紧开展灾后清理和修复，预计
景区将于本周内部分恢复开放。

8 月 18 日，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迅
速开展住店旅客及景区经营户疏散工
作。经过近 3 小时的艰难奋战，景区干
部职工、公安民警冒雨在齐腰深的水中
将滞留的180名住店游客全部疏散至乐
山大佛博物馆、管委会办公楼食堂等安
全地带。

目前，世界遗产乐山大佛的本体总
体安全，受洪水冲击影响，佛脚脚踏
2001 年修补的捶灰附加层出现小面积
脱落，九曲栈道有少量落石。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正在抓紧开展
清淤及设施设备修复工作，预计将于本
周内向游客重新开放，下佛脚游览线路
将待文物保护专家完成乐山大佛本体及
九曲栈道安全调查评估后再行开放。

景区将部分恢复开放

乐山大佛脚趾
重新露出

近期“三伏”天高温持续，日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高新区的百年老字号“老恒和”天然晒酱场内，工人们翻晒着
自然发酵的陶缸中的酱品，空气中弥漫着传统酱料的香味。

酱品在春季下料，在露天晒场晒满6至7个月，才能成为高品质的手工酱油、豆瓣酱等。近期的高温和长日照就是促进发酵的关键，数
千缸酱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晾晒、发酵期。

为保证手工酿制的酱料翻晒均匀，味道醇厚，晒酱场的工人们每天都要头顶烈日巡查酱园，定期翻酱、抽油。
湖州老恒和始于清咸丰初年，距今有百余年历史。“老恒和酱园”取“恒以持之，和信为本”店训中“恒、和”二字，老恒和也是商务部认定

的“中华老字号”企业。2019年公司销售额9.15亿元，利润总额1.95亿元。作为百年老字号，老恒和有着悠久的酱文化，创始以来一直坚持
传统工艺，所有过程都是手工操作，成就了传统酱制品醇厚的味道。2017年老恒和酿造技艺成功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为8月19日，在“老恒和”天然晒酱场内，工人在用木耙翻晒酱料。
新华社发

新华社海口 8 月 19 日电（记者 周慧敏） 海南离岛免
税新政策自 7 月 1 日正式实施以来，免税购物消费迅猛增
长，免税销售额已突破50亿元。

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公室 1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7 月 1 日至 8 月 18 日，海南 4 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突破
50 亿元，同比增长 2.5 倍，日均销售额超亿元；购物人数达
74 万人，同比增长 70％；购物件数 458 万件，同比增长 1.5
倍。

海南省商务厅厅长陈希介绍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消
费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新增品类免税品备受青睐。最受
欢迎的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电子产品，销售额占
新增种类销售总额的95％。

单价超过 8000 元的免税品消费增长显著，销售额近
12 亿元，同比增长 4.2 倍，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提高到 24％，
较新政策实施前增长了 7 个百分点，对积极引导海外高档
商品消费回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免税品购买件数大幅增加。免税品总体购买件数同比
增长了 1.5 倍。尤其是深受消费者欢迎的化妆品单次购买
件数放宽至 30 件，消除了消费者挑选、购买彩妆时受限于
件数限制的顾虑，购买件数同比增长 1.8 倍，使得该品类销
售额同比翻了两番；珠宝首饰购买件数也同比增长了 1.5
倍。

海南离岛免税新政策成效明显

日均销售额超亿元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9日电（记者高晗） 眼下正值
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期，新疆教育、人社部门和各大
高校为求职毕业生提供“一对一”不断线精准服务，增加职
业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岗位，举办网上招聘会，持续推送就
业岗位，线上线下多举措帮助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
到，截至 7 月 31 日，自治区属普通高校毕业生 10.23 万人，
已实现就业66975人，就业率为65.5％；内地普通高校新疆
籍毕业生返疆报到登记18625人，已实现就业12269人，就
业率 65.87％，全区近 8 万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与去年
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其中，新疆石河子大学持续开展“一人一策”精准就业
指导工作，为 7000 余名学生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并不断联
系企事业单位，拓宽就业渠道，共举办线上专场招聘会 21
场，吸引超过 1000 家疆内外用人单位参会。目前，石河子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70％，其中55％已就业毕业生选择
留疆就业创业。

新疆线上线下多举措——

近8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

新华社兰州 8 月 19 日电（记者陈斌
郎兵兵）“水突然就涨起来了，来不及撤
离，只能紧急爬到屋顶避险，第二天看到
救援直升机来救我们的时候，一颗悬着
的心才算放下。”71岁的甘肃省陇南市文
县石鸡坝镇泥石流受困村民殷祖保说。

8月17日16时许，甘肃省陇南市文
县石鸡坝镇，随着突发的“轰隆”巨响，持
续强降雨引发的石鸡坝镇水磨沟泥石
流，冲入白水江中淤积，形成堰塞体，导
致江水水位快速上涨，周边村庄 300 余
户房屋被淹，大部分群众得到及时疏散
转移，来不及撤离的48名群众被困淹没
区屋顶。

据了解，经过紧张救援，目前石鸡坝
镇泥石流受困群众已有 45 人获救并转
移至安全地带，另有 3 名群众失联。为
进一步加快救援速度，甘肃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和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加派一架救
援直升机已于 19 日上午飞抵甘肃省陇
南市文县受灾区域，向受灾区域空投救
援人员和设备，全力搜寻失联群众。

甘肃文县：

泥石流被困群众
45人已获救

（上接A1版）精心钻研业务、提
高诊疗水平、加强医德修养、服
务民生健康，以精湛的医术、优
质的服务守护人民安康，为健
康常州建设再创新佳绩、再展
新风采。他同时希望各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关心关爱医务
工作者身心健康，弘扬先进事
迹，帮助解决困难，推动在全社
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良好氛
围，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

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打下
坚实健康基础。

大会对江苏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记功奖励医师、江苏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嘉奖医师、
第四届常州市医德标兵、第四
届常州市医德之星、常州市抗
疫一线优秀医师部分代表进行
颁奖。

当天上午，来自委属 8 家
医院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

院常州医疗区的医师们来到市
文化广场义诊，受到市民欢迎。

19 日起，由市卫健委和常
州日报社联合主办，常州四药
冠名，常报视觉策展的《战疫有
我——纪实摄影作品展》在市
文化广场、行政中心大厅展
出。该展览还将在医院、社区、
学校等地展出。

（陈荣春 卫健宣）
又讯 18 日，常州高新

区（新北区）举行庆祝大会，弘扬
抗疫精神，表彰一批最美抗疫医
师、疫情防控先进个人和集体。
市委常委、常州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周斌出席大会并致辞。

大会还以情景讲述《抗疫群
英谱》、小品《最美逆行者》、手势
舞《不放弃》等，系统回顾了全区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难忘故事和
动人瞬间。

（陈丽鹰 周瑾亮）

我市庆祝第三个中国医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