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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牙买加总
督艾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牙买加是英语加勒
比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建交50年来，中牙关系始终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
作成果丰硕，人民友谊日益加深。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牙守望相助、携手

抗疫，为两国友好合作注入新动力。我
高度重视中牙关系发展，愿同艾伦总督
一道努力，以建交 50 周年为新起点，深
化各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引领中牙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携手构建新时代中牙命运共同体。

艾伦表示，建交以来，牙中友好关系
持续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就，令
人欢欣鼓舞。牙方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合
作，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牙买加
总理霍尔尼斯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
牙买加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合作
伙伴。中方愿同牙方共同努力，推动中
牙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走深走实，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霍尔尼斯表示，牙方高度赞赏中方
为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
持，愿继续致力于加强双方合作，确保牙
中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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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瑟姆若
马尔特·托卡耶夫，祝贺他当选哈萨克
斯坦总统。

习 近 平 指 出 ，你 此 次 当 选 ，充
分 体 现 了 哈 萨 克 斯 坦 人 民 对 你 的
信 任 和 支 持 。 我 高 度 重 视 中 哈 关
系 发 展 ，愿 同 你 一 道 努 力 ，以 两 国

建 交 30 周 年 为 新 起 点 ，推 动 中 哈 永
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携
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托卡耶夫
当选哈萨克斯坦总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应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家
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
斯将于 11 月 24 日至 26 日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
示，相信此访将为中古关系发展注入
新动力，推动两国传统友谊和友好合

作不断取得新发展。
毛宁说，古巴是西半球首个同新

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中国和古巴是彼此信赖、命运与
共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建交
62 年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古双
方在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携
手并进，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

配合，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发
展中国家真诚互助的典范。

毛宁说，迪亚斯—卡内尔主席将
是中方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后接待的首位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元首。相信迪亚斯—卡内尔主席此
访将为中古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推
动两国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不断取得
新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古巴国家领导人将访华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如
何贯彻落实好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
作的二十条措施，尽快遏制部分地区
的疫情蔓延态势？如何保障隔离人员
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和正常就医？围绕
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题一：当前，一些地方疫情扩散
蔓延加快。有网民问，如何贯彻实施
好二十条优化措施，果断、坚决地尽快
遏制疫情蔓延的态势？

答：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放松
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而是适应
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的新
特点，坚持既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进
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全
球疫情仍处于流行态势，国内新发疫
情不断出现。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
后，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提高
防控效率，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疫
情歼灭战，防止疫情规模性反弹，重点
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做好常态化监测预警，提升
整个新冠肺炎疫情监测的敏感度，要
进一步落实好“四早”，加强对于风险
岗位从业人员、医疗机构等重点机构
和重点人群的监测。

二是要完善当地的应急处置体系，
一旦发生本土疫情，措施要果断、快
速。对于特大城市和重点城市，要更加
突出精细、精准、高效，结合当地的实际

情况，加强防控指挥体系建设，细化操作
流程，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防控效果。

三是要做好储备，第九版防控方案
以及相关文件要求各地做到核酸检测力
量、流调力量、隔离资源以及对流动人员
管理的“四个统筹”，并做好与城市规模
相匹配的医疗救治能力的储备。

最后，持续打造强大的社区治理防
线，将城市治理的工作重心下移到城乡
社区，提前掌握、动员区域党员、企事业
单位干部力量，要提前做好疫情防控专
业培训和应急演练，这样发生疫情以后，
才能更好、更高效地处置。

问题二：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提到要
做好重要民生商品储备，保证群众基本
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有网民问如遇居家
隔离，生活必需品供应保供如何保障？

答：各地要建立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专班，及时制定完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封闭小区配送、区域联保联供等预
案，做好重要民生商品储备。

优化封闭区域终端配送，明确生活
物资供应专门力量，在小区内划出固定
接收点，打通配送“最后一米”。根据老
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需求，各地也要制
定相应的保供方案，满足封控隔离居民
基本生活需要。

当前，有关部门持续强化市场监测
与预测预警，及时投放肉类储备，协调跨
区域物资调运，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稳定。指导各地设立市场保供工作专
班，增加货源供应；畅通诉求反映渠道，

及时解决居民基本生活问题。建立完善
保供企业白名单制度，优先保障名单内
企业经营、车辆通行和人员到岗。

问题三：二十条优化措施提及，要加
强对封控隔离人员的服务保障，并要求坚
持首诊负责制和危急重症抢救制度，不得
以任何理由推诿和拒诊。网民关心，对于
隔离封控人员，如何保障正常就医？

答：有关部门多次强调不能因为疫
情防控，为了达到零风险，就推诿、拒收
患者。

对于已经发生疫情的地方，要建立
在应急处置状态下的医疗服务运行相应
的安排机制，了解当地居民有哪些特殊
的就医需求，全面摸排社区常住人口基
础信息，掌握空巢独居老年人、困境儿
童、孕产妇、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员情
况，建立重点人员清单、疫情期间需求清
单，及时对他们在疫情处置过程中的就
诊做出相应安排。对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等慢性病的患者，要保证他们的日常
用药需求，不能因为疫情中断药品供应，
要及时响应他们的医疗服务需求。

指导社区与医疗机构、药房等建立
直通热线，小区配备专车，做好服务衔
接，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
救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诊，保障
居民治疗、用药等需求。

做好封控隔离人员心理疏导，加大
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
度，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二十条优化措施热点问答
以快制快，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11月21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五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21
日获悉，文化和旅游部等14部门近日
印发《关于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
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推动公
共营地建设，扩大公共营地规模，提升
服务质量。鼓励支持经营性营地规范
建设，提高露营产品品质。增强人民群
众文明露营意识，推广“无痕露营”。

意见明确，露营旅游休闲是指在
户外使用自备或租赁设备以休闲游
憩、运动娱乐、自然教育等为主要目

的，在有明确范围和相应设施的营地场
所驻留的活动。

意见提出，在符合相关规定和规划
的前提下，探索支持在转型退出的高尔
夫球场、乡村民宿等项目基础上发展露
营旅游休闲服务。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
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点、环城游憩
带、郊野公园、体育公园等，在符合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划出露营休闲功能区，提
供露营服务。鼓励城市公园利用空闲
地、草坪区或林下空间划定非住宿帐篷

区域，供群众休闲活动使用。意见同时
强调，避免盲目上马项目、恶性竞争。

意见还提出，大力发展自驾车旅居
车露营地、帐篷露营地、青少年营地等多
种营地形态，满足多样化露营需求。推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充分挖掘
文化资源，丰富露营旅游休闲体验。

意见要求，露营旅游休闲经营主体
要加强治安、消防、森林草原防灭火等管
理。营地要有明码标价的收费标准、游
客须知，提供真实准确的宣传营销信息。

露营旅游有了发展指导意见

入夜的多哈，流光溢彩。世界杯
球迷广场，人头攒动。

走进本届世界杯较大的一家官方
特许商品零售店，浓郁的足球氛围迎
面扑来：巨大的比赛用球模型、吉祥物
露出甜美微笑，顾客们纷纷拍照。

货架旁，球迷、游客、当地民众正
在认真挑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衣
服、帽子、足球、包、围巾、手环、水杯、
徽章、挂摆件、吉祥物、文具⋯⋯

细看商品标签，记者发现了不少
“中国制造”。

一位志愿者过来招呼我们，她叫
余益莲，中国人，就职于卡塔尔航空公
司，世界杯期间，小余被公司选派到特
许商品零售店担任志愿者。

余益莲说，自己在协助点货时，曾
粗略做过统计，店里约七成商品都产

自中国，像卖得最好的 T 恤衫、挂件、
徽章等都有“中国制造”的标记。

“看到这些来自祖国的商品受到
世界各地球迷的喜爱，我感觉特别自
豪。”小余说。

时间倒回今年10月，记者曾到浙
江义乌采访，因为从那里出口卡塔尔
的“中国造”商品，会在一个月后亮相。

正所谓“世界杯周边看义乌”。
主营足球产品的吴晓明已经历了六
届世界杯。他说，通常一款足球的生
产过程需要近 10 道工序，从下料到
剪裁印刷，再到由工人将球片缝纫成
新球进行充气检验，直至最终包装出
厂。自己的工厂有 60 多名工人，还
有专门的生产机器，每天产能可达
3000 个，10 万个足球只需 1 个多月
就能完成。

“这次世界杯，我差不多卖了 30 万
个。”吴晓明笑意满满。

除了特许商品，在义乌，一些营造氛
围的产品，如彩绘笔、球衣、手摇旗等，今
年都非常畅销。

主营喇叭、加油棒的童桂娟说，从
2021 年 11 月接到第一个世界杯订单开
始，本届世界杯已带给她20％到40％的
销量增长。

据义乌体育用品协会估算，从世界
杯用球，到球迷喇叭；从各代表队的球
衣，到大力神杯摆件、32 强旗帜⋯⋯“义
乌制造”已经占到整个世界杯周边商品
市场份额的70％。

50 万个足球、200 万套球衣⋯⋯世
界杯刚刚开幕，在多哈的消费者肯定还
会买、买、买⋯⋯

新华社多哈11月21日电

卡塔尔世界杯：

周边商品七成“义乌造”

新华社专特稿 土耳其总统府发
布的一张照片显示，20 日在卡塔尔世
界杯开幕式期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埃尔多安同埃及总统阿卜杜
勒－法塔赫·塞西第一次见面。

照片中，埃尔多安和塞西握手
寒暄，身旁一名东道主工作人员满
脸笑容。

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
报道，埃尔多安同多名出席开幕式的
领导人短暂会晤、握手交谈，其中包括
塞西、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
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埃及总统府没有就这次会面置评。
2013 年 7 月，塞西领导的埃及军

方解职时任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土
埃关系恶化。土耳其执政党同穆尔西
所属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关系紧密，埃
尔多安多次声援穆尔西。两国还在利
比亚冲突和东地中海油气开发等议题
上分歧严重。

2020年以来，土耳其多次向沙特
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以
色列等国伸出橄榄枝，寻求修复双边
关系。土耳其和埃及外交官员已就此
开始磋商。

埃尔多安今年 7 月说，土耳其与
埃及展开高层对话“并非不可能”。上
周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会议返程途中，他告诉随行

记者，明年6月总统选举结束后，土耳其
同一些有矛盾的国家可以“从零开始”重
启双边关系。

法新社说，这回借世界杯开幕之机，
土耳其与埃及领导人“诚挚”握手。

卡塔尔世界杯为地区国家之间改善
关系提供了舞台，展示了卡塔尔的软实
力。阿联酋在 2017 年断交风波过后尚
未同卡塔尔复交，这次派出副总统、即迪
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
图姆出席开幕式。以色列同卡塔尔没有
建交，经国际足联牵线搭桥，以色列特拉
维夫市与卡塔尔首都多哈首次开通临时
直航航班，方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球迷
包机观赛。

共观世界杯

埃尔多安与塞西第一次握手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21 日电 采
用世界首创的“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
体迁移技术”，我国迄今水下考古发
现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长江口
二号古船 21 日在长江口水域成功实
施整体打捞。

从 20 日夜间到 21 日凌晨，万吨
“大力”号与我国自主研发的古船整体
打捞专用工程船“奋力”轮携手，在长
江口二号古船所在长江口横沙水域完
成各项调试，启动智慧打捞监控系统，
对这艘清代沉船实施水下整体打捞。

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遗址，包括
古船船身、海水和淤泥，被紧紧包裹在
22 根钢铁弧形梁构成的“考古沉箱”
中，整体重达 8800 余吨，在提升作用
下以每小时约4米的速度逐渐浮出水
面。21 日零时 40 分，长江口二号古
船的桅杆率先出水。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副局长周
东荣告诉记者，11月20日至25日，长
江口海域有大风天气，气象、潮汐等条
件复杂多变，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的

“时间窗口”被一再压缩。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代贸易

商船，船长约 38.1 米、宽约 9.9 米，已
探明有 31 个舱室。它是我国水下考
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
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长江口
二号古船的发现，印证了上海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更是近代上海
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
珍贵历史见证。”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
世忠说。

“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打捞出水，是
水下工程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完
美结合，为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
了中国案例、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国家
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说。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副
教授领衔的年轻团队受邀参加长江口二
号古船的“生物考古”项目。文少卿介绍
说，如果能在长江口二号古船上找到老
鼠等啮齿类动物的骨头，或者一些植物
种子的遗存，那么就可以通过生物基因

研究，分析出当时这艘船可能停靠过哪
些地方。再比如，通过对船底泥沙沉积
物展开微生物研究，就可以知道长江口
二号古船曾在什么水域航行，从而通过
它的运行轨迹“拼图”“还原”其整个航
线。

据悉，未来数天内，根据气象潮汐条
件，“奋力”轮将“怀抱”长江口二号古船
驶往位于上海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让长江口二号古船在黄浦江
畔“安家”。

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打捞出水

11月21日清晨拍摄的“奋力”轮“怀抱”古船的画面（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