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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165

亿美元， 较 11 月末上升 380 亿美

元，升幅为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表示，12 月， 我国外

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定， 市场交易理

性有序。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

下跌， 非美元货币及主要国家资产

价格均有上涨。

“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

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增

加， 加上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

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 王

春英说。

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

据新华社电 2021 年 1 月 7 日

上午，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胡怀邦受贿一案，对被告

人胡怀邦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对胡怀邦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 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

库。 胡怀邦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9 年至 2019

年， 被告人胡怀邦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企业和个人，

在获取银行贷款、企业经营、职务晋

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者通

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 8552万余元。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胡怀邦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胡

怀邦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

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

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具有法定、酌

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

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国开行原董事长

胡怀邦一审被判无期

据新华社电 记者 7日从厦门市

公安局湖里分局获悉，经侦查，该局

在厦门市翔安区某仓库查获毒品氯

胺酮 230公斤，并陆续在福建、广东

等地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 9人，涉案

人员已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9 年 10 月 25 日，根据掌握

线索， 专案组民警第一时间找到运

输毒品的关键嫌疑人彭某 （男，54

岁，厦门人）。 经研判线索，警方在

厦门市翔安区某处成功抓获货车司

机蒋某。经突审，民警在翔安区某公

司仓库内查获毒品氯胺酮 10 箱，共

计约 230公斤。

随后，专案组民警陆续在福建、

广东等地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柯某

（男，37 岁， 福建晋江人）、 李某

（男，34岁，河南西华人）等 7人。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部分涉

案在逃嫌疑人的追捕工作仍在继续

进行中。

厦门破获特大毒品案

缴毒 230公斤

中国疾控中心 7日针对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发布权威指南， 回应公

众关切。

一、 现阶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的重点人群包括哪些？

我国新冠疫情形势与国外不

同，疫苗使用策略也不一样。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的主要策略需要结合国

内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目标来考

虑。 当前， 重点人群接种疫苗的意

义， 一方面是对这部分人群起到保

护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 ，有利于我国总体疫

情防控。

现阶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重

点人群主要包括从事进口冷链、口

岸检疫、船舶引航、航空空勤、生鲜

市场、公共交通、医疗疾控等感染风

险比较高的行业人员； 前往中高风

险国家或者地区工作、学习等人员。

二、 新冠病毒疫苗有必要接种

吗？

有必要。 一方面我国几乎所有

人都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对新冠病毒是易感的，感染发病后，

有的人还会发展为危重症， 甚至造

成死亡。接种疫苗后，一方面绝大部

分人可以获得免疫力；另一方面，通

过有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可在人

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 阻断新

冠肺炎的流行。

三、新冠病毒疫苗怎么打，去哪

儿打？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都是在当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接种单

位进行。通常情况下，接种单位设在

辖区的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或者综合医院。 如果接种涉及一些

重点对象比较集中的部门或企业，

当地也会根据情况设立一些临时接

种单位。

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者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也会按要求公布可

以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接种单

位，包括地点、服务时间，请大家关

注相关信息发布平台。

大多数重点人群的接种， 由重

点人群所在的单位组织摸底、预约，

并协助开展接种工作。 对于前往中

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工作、 学习的

个人， 可关注当地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的相关服务信息。

四、接种疫苗都有哪些禁忌？

疫苗接种的禁忌是指不应接种

疫苗的情况。 因为大多数禁忌都是

暂时的， 所以当导致禁忌的情况不

再存在时， 可以在晚些时候接种疫

苗。

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方案、接

种指南未作具体规定之前， 新冠病

毒疫苗的接种禁忌按疫苗说明书执

行。 通常接种疫苗的禁忌包括：1.对

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者；2.患急性疾

病者；3.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者；4.正在发热者；5.妊娠期妇女。

五、如何发现、把握接种疫苗禁

忌？

在操作实施过程中， 如果接种

第一剂次疫苗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且不能排除是疫苗引起的， 则不建

议接种第二剂次。要了解疫苗成分，

对疫苗成分既往有过敏者不能给予

接种。

接种时， 接种医生应仔细询问

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及既往过敏史。

受种者要如实向接种医生报告身体

健康状况及疾病史、过敏史等。要把

疫苗禁忌列入知情同意书中。

六、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不用

再戴口罩吗？

在人群免疫屏障没有建立起来

之前，即使部分人群接种了疫苗，大

家的防控意识和防控措施也不能放

松。 一方面， 疫苗免疫成功率不是

100％，在流行期间还会有较少部分

已接种的人可能发病。另一方面，在

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 新冠

病毒依然容易传播。因此，接种疫苗

后还是应该继续佩戴口罩， 特别是

在公共场所、人员密集的场所等；其

他防护措施如手卫生、通风、保持社

交距离等，也需要继续保持。

七、 如何通过接种疫苗在人群

中形成群体免疫?

� � 不同传染病的传染力不一样，

阻断传染病流行的人群免疫力水平

也不一样。一般而言，传染病的传染

力越强，则需要越高的人群免疫力。

例如，麻疹和百日咳传染力较强，如

果要阻断它们的流行， 人群免疫力

要达到 90%-95%；而消灭天花和脊

髓灰质炎， 人群免疫力要达到 80%

以上。人群免疫力达到上述阈值，也

就建立了阻断麻疹、百日咳、天花和

脊髓灰质炎传播的免疫屏障。

人群免疫力跟疫苗保护效力和

疫苗的接种率成正比。因此，要达到

足够的人群免疫力， 需要有足够高

的接种率， 也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接

种疫苗。反之，如果不接种的人比较

多或大多数人不愿去接种， 就形成

不了牢固的免疫屏障， 有传染源存

在时，容易出现疾病的传播。

八、 目前我国应用的新冠病毒

疫苗保护持久性如何？

新冠病毒疫苗属于新研发并投

入使用的疫苗， 需要大规模接种之

后的持续监测和相关研究， 以积累

更多的科学证据， 评估新冠病毒疫

苗的保护持久性。

九、接种疫苗后，多久才能产生

抵抗新冠病毒的抗体？

根据前期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

床试验研究， 接种第二剂次灭活疫

苗大约两周后， 接种人群可以产生

较好的免疫效果。

十、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常见的

不良反应有哪些？

从前期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

研究结果和紧急使用时收集到的信

息， 新冠病毒疫苗常见不良反应的

发生情况与已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

基本类似。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表

现为接种部位的红肿、 硬结、 疼痛

等，也有发热、乏力、恶心、头疼、肌

肉酸痛等临床表现。 据新华社

新冠病毒疫苗怎么打？

中国疾控中心 7日针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发布权威指南，回应公众关切

截至 1月 6日 24 时，石家庄新

冠肺炎本地确诊和本地无症状感染

者总数累计超过 200例， 出现大幅

增加态势。 面对汹汹疫情，石家庄

将如何应对？

1 月 6 日 0 至 24 时， 河北省

新增 51例本地确诊病例，其中石家

庄市报告 50例； 河北省新增 69 例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其中石家庄市

报告 67例。

7 日晚间举行的石家庄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石家

庄市副市长孟祥红介绍，1 月 2 日

至 6日， 石家庄累计报告本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83例，无症状感染者

148例。

从已公布确诊病例来看，绝大

多数确诊病例仍集中在藁城农村区

域，特别是临近正定国际机场的增

村镇较为集中。 藁城以外地区呈零

星散发态势。 孟祥红说，从当前排

查情况看，病例活动范围涉及市内

五区和正定、鹿泉、藁城、新乐、井陉

等 10 个县（市）区，以藁城区小果

庄村较为密集。

藁城区区长袁丽华说，目前，藁

城区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增村镇

全部完成二次核酸检测，今天已启

动第三次核酸检测。截至 7日 8时，

已对实际居住在藁城区的 67 万余

人全部进行了采样。涉及 1000多万

人口的石家庄全员核酸检测也正有

序推进，截至 7 日 12 时，发现新增

阳性 11例。

孟祥红说，石家庄市已动用技

术手段，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坚

持反复问、深挖线索、扩面追踪，全

力排查密接者和次密接者，并严格

按照闭环转运要求转运至集中隔离

点进行医学观察。

随着防控持续升级， 石家庄按

下了“暂停键” ：除一线抗疫人员，

社区居民全部居家， 上班族转入

“云办公” 。繁华的商业中心一夜之

间归于“寂静” ，临街店面暂时闭门

歇业。 原本川流不息的大街变得空

荡，抗疫车辆偶尔紧急穿梭。一些药

店、 超市和大型农贸市场仍正常营

业以保障必需。

7 日， 石家庄市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通

告， 所有进出市域车辆， 统一由县

（市）区防疫指挥部发放通行证，获

得通行证的车辆必须遵守有关规

定，持身份证、有效核酸检验报告自

觉接受检查，且要在规定的时间、规

定的路线通行， 原则上每辆车可绑

定 2人。

严禁使用不安全车辆、 未经消

毒车辆、 车载人员无有效核酸检验

报告从事运输工作。 对运输支援石

家庄市防疫物资的车辆， 凭接收单

位开具的证明、收件函，对车上人员

进行检查无误、 体温检测正常后及

时放行。

铁路和机场方面， 火车站采取

停止售票、劝返进站准备外出人员、

对已售出车票全额退款等方式，有

效管控人员登车离石。 对确需紧急

出行的旅客，需凭 72小时内有效核

酸阴性证明方可乘车、登机。

连日来，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的进出港航班数量大幅减少。 7日，

多个航空公司取消石家庄机场航

班。

汽车交通方面，1 月 6 日 0 时

至 8日 24时，长途汽车客运站及客

运车辆暂停运营， 正常运营时间另

行通知。 此外，自 6日 9时起，石家

庄市地铁全天行车间隔调整为 20

分钟。 主城区公交按 50%车辆投入

运营。

为做到 1000多万人应检尽检，

在石家庄市投入 1.9万余名各方检

测力量的基础上，6 日起，河北省紧

急从省内其他地市抽调 3000 多名

医务人员支援石家庄。

7 日， 石家庄进入全员核酸检

测第二日。 记者在槐中路等一些街

道上看到， 用公交车临时改装的核

酸检测用车，载着采样工作人员，一

个小区一个小区地压茬巡检。 居民

们冒着严寒， 在社区干部和志愿者

的组织下，10 人一组， 排队接受采

样，整个采样流程快捷有序。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千万

人口的采样检测？ 石家庄市卫健委

副主任张东生说， 石家庄调动全市

核酸检测资源， 鼓励第三方检测机

构参与到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之中，

“以乡镇、 街道办事处一级， 行政

村、居委会二级” 构建两级网格，划

定一级网格 331 个，二级网格 5298

个，建立工作台账，确保居民“有人

联系、有人负责、有人组织、有人服

务” 。

同时，以乡镇、社区、居民小区、

行政村等为单位共设置采样点

5011 个，并且在人数较多或居住分

散的网格内开设多个场所， 推进核

酸检测工作。

面对当前疫情， 石家庄市的医

疗救治资源还能否支撑？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现已全部

腾空， 全力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另

外，我们准备了省胸科医院、市人民

医院、市第三医院作为后备医院。同

时，坚持中西医结合，配备了 49 个

医疗专家组进行会诊， 目前所有患

者病情平稳。 ”孟祥红说，所有确诊

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均送至市定点

医院进行救治。

“按照 30 天满负荷运转需求，

石家庄储备了医用耗材、 药品、防

护装备、 消毒用品等医疗物资，动

员全市 133 家疫情防控重点医疗

物资生产企业，增加生产线、开足

马力生产，全力保障日常防控和检

测需要。 ” 石家庄市工信局局长刘

生彦说。 据新华社

5天新增感染者超 200例

应对汹汹疫情 石家庄措施持续升级

病例大幅增加

藁城农村仍是集中区域

应对举措持续升级

人、车、物进出严格管控

2万专业人员参战

腾空 1 家、 后备 3 家医院收治

病例

� 1月 6日，石家庄市桥西区天滋嘉鲤社区居民等待接受核酸检测


